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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加入日益兴旺的新型 INFINITI 英菲尼迪车主的行列。我们满怀信心地向您提供该新型 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它是用最新技术并在严格的

质量管理下制造的。

本使用说明手册是为您了解车辆的操作和保养而准备的，有了它，您可享受久驶不损之乐趣。在使用本车之前，请通读本手册。

另附的《保修和保养手册》对车辆的保修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最了解您汽车的情况。如果您需要什么服务或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运用所掌握的广泛知识乐意为您服务。

重要的安全信息

安全注意事项！

遵守下列重要的驾驶规则，可确保您和乘客旅

途的安全！

. 切勿酒后或服药后驾驶。

. 务必观察限速标志，切勿超速驾驶。

. 务必使用安全带及恰当的儿童保护装置。

未满 13 岁的儿童应坐在后座。

. 务必提醒乘客车辆安全装置的正确使用方

法。

. 务必查阅本使用说明手册以获取重要的安

全信息。

本手册说明

本手册包括了有关该车型所有选装件的资料。

因此您可能会发现其中有些资料并不适用于您

的车辆。

本手册中的所有资料，包括规格和插图，在本

手册出版时有效。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

保留在任何时候修改车辆的规格或设计的权

利，恕不另行通知。

车辆的改装

不应对该车辆进行改装。改装可能会影响车辆

的性能、安全性或耐久性，甚至可能会违反政

府的法规。另外，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

提供的保修服务将不包括由于改装所引起的损

坏或性能问题。

请先阅读 — 然后安全驾驶

在驾驶车辆之前，请仔细阅读本用户手册。这

能确保您熟悉车辆的控制与保养要求，有助于

您安全驾驶。

在本手册中，我们使用了符号 伴随警告

二字。这表示有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

的危险。要避免或降低这种风险，必须认真遵

守操作程序。

在本手册里还使用符号 伴随注意二字来

表示有可能引起轻微或中度人身伤害或车辆损

害的危险。要避免或降低这种风险，必须认真

遵守操作程序。

SIC0697

如果您看到此符号，它表示“请勿进行此操

作”或“请勿让此情况发生”。

如果您在插图中看到与此类似的符号，它表示

箭头指向车头。

插图中与此类似的箭头表示某种运动或动作。

插图中与此类似的箭头是为了引起您对图中某

个项目的注意。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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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或越野驾驶

该车与普通乘用车的驾驶和操控方法不同，因

为其重心比普通车辆的要高。与具有这种车型

特征的其他车辆一样，错误操作该车可能导致

失控或发生事故。

务必阅读本手册的“公路或越野驾驶的注意事

项” (5-4 页)。

Bluetooth® 为蓝牙 SIG有限公
司所属商标。

Gracenote® 为 Gracenote,
Inc. 的注册商标。
Gracenote 商标及标识，以
及由“Gracenote 商标支
持”的其他商标均属于
Gracenote 的商标。

Ⓒ 2013 日产汽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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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图解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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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儿童保护装置固定点 (1-12 页)

2. 安全带 (1-7 页)

3. 头枕 (1-5 页)

4. 辅助帘式侧面防撞安全气囊 (1-19 页)

5. 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 (1-19 页)

6. ISOFIX 儿童保护装置 (1-12 页)

7. 后扶手 (1-6 页)

8. 后排座椅 (1-4 页)

— 儿童保护装置 (1-11 页)

9. 辅助侧面防撞安全气囊 (1-19 页)

10. 安全带预张紧系统 (1-29 页)

11. 前排座椅 (1-2 页)

— 乘坐标识传感器 (重量传感器) (1-23 页)

12. 前排乘客安全气囊状态灯 (1-24 页)

座椅、安全带和辅助保护系统 (SRS)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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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O0068X

1. 前视摄像头 (4-12 页)

2. 发动机罩 (3-13 页)

3. 前大灯和转向信号灯 (2-20 页)

— 开关操作 (2-20 页)

— 自适应前大灯系统 (AFS) (2-21 页)

— 更换灯泡 (8-22 页)

4. 挡风玻璃雨刮器和清洗器

— 开关操作 (2-22 页)

— 更换刮片 (8-15 页)

— 车窗清洗液 (8-16 页)

5. 天窗 (2-26 页)

6. 车顶架 (2-32 页)

7. 电动车窗 (2-25 页)

8. 车外后视镜 (3-19 页)

— 侧视摄像头 (4-12 页)

— 地面照明灯 (2-34 页)

9. 车门

— 钥匙 (3-2 页)

— 车门锁 (3-3 页)

— 智能钥匙系统 (3-5 页)

— 安全系统 (3-12 页)

10. 测角传感器 (声纳)

— 全景监视器 (4-12 页)

11. 拖车钩 (6-9 页)

12. 雾灯 (2-22 页)

— 开关操作 (2-22 页)

— 更换灯泡 (8-22 页)

13. 前大灯清洁器 (2-22 页)

14. 轮胎

— 轮胎和车轮 (8-27 页)

— 漏气轮胎 (6-2 页)

— 规格 (9-8 页)

— 胎压监测系统 (TPMS) (5-5 页)

— 四轮驱动 (4WD) (5-13 页)

15. 侧转向信号灯 (2-22 页)

— 更换灯泡 (8-22 页)

图解目录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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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图解目录

SSI0554

1. 后视摄像头 (4-12 页)

2. 后背门 (3-14 页)

— 智能钥匙系统 (3-5 页)

— 备用轮胎 (6-2 页)

3. 后车窗除雾器 (2-24 页)

4. 高位制动灯 (更换灯泡) (8-22 页)

5. 后车窗雨刮器和清洗器

— 开关操作 (2-23 页)

— 车窗清洗液 (8-16 页)

6. 天线 (4-36 页)

7. 测角传感器 (声纳)

— 全景监视器 (4-12 页)

8. 后雾灯

— 开关操作 (2-22 页)

— 更换灯泡 (8-22 页)

9. 后组合灯 (更换灯泡) (8-22 页)

10. 加油口外盖 (3-17 页)

— 推荐燃油 (9-2 页)

11. 儿童安全后车门锁 (3-4 页)

车外后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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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衣帽钩 (2-30 页)

2. 后阅读灯 (2-34 页)

3. 移动娱乐系统 (MES)* (4-54 页)

4. 车门扶手

— 电动车窗控制键 (2-25 页)

— 电动车门锁开关 (3-4 页)

5. 自动驾驶座椅定位器开关 (3-20 页)

6. 遮阳板 (2-33 页)

7. 天窗开关 (2-26 页)

8. 地图灯 (2-34 页)

— SOS 呼叫开关* (请参见另附的《车载卫星

智能导航系统使用说明手册》。)

9. 太阳镜架 (2-29 页)

10. 车内后视镜 (3-18 页)

11. 货物盖 (2-31 页)

12. 后杯架 (2-30 页)

13. 中控台扶手箱 (2-29 页)

— 电源插座 (2-27 页)

— 辅助输入插孔 (4-53 页)

— USB 存储器操作 (4-41 页)

— iPod 播放器操作 (4-46 页)

14. 前杯架 (2-30 页)

*: 如装备

图解目录 0-5

乘客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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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图解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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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车外后视镜遥控开关 (3-19 页)

2. 电动后背门开关 (3-14 页)

3. 电动后背门主开关 (3-14 页)

4. 仪表亮度控制开关 (2-7 页)

5. 前大灯、雾灯和转向信号灯开关

— 前大灯 (2-20 页)

— 转向信号灯 (2-22 页)

— 雾灯 (2-22 页)

6. 安装在方向盘上的控制键 (左侧)

— 安装在方向盘上的音响控制开关 (4-52 页)

— 免提电话系统开关 (4-60 页)

7. 行程电脑开关 (2-17 页)

8. 雨刮器和清洗器开关 (2-22 页)

9. 安装在方向盘上的控制键 (右侧)

— 巡航控制 (5-16 页)

—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 (5-17 页)

10. 换档杆 (5-10 页)

11. 车辆动态控制 (VDC) OFF 开关 (5-15 页)

12. 智能钥匙孔

— 智能钥匙电池电量耗尽 (5-9 页)

— 智能钥匙电池更换 (8-18 页)

13. 双行程表的 TRIP/RESET (行程/重设)开关 (2-5
页)

14. 电动倾斜/伸缩方向盘开关 (3-18 页)

15. 控制开关

— 气候控制座椅开关 (1-4 页)

— SNOW (雪地) 模式开关 (5-14 页)

— 连续阻尼控制模式选择开关* (5-14 页)

*: 如装备

驾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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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I0457

1. 侧出风口 (4-24 页)

2. 换档拨片 (5-11 页)

3. 仪表和计量器 (2-5 页)

4. 中央出风口 (4-24 页)

5. 中央多功能控制面板 (4-3 页)

— 车辆信息和设置按钮 (4-5 页)

— 音响系统 (4-29 页)

6. 中央显示屏

— 全景监视器 (4-12 页)

— 导航系统 (请参见另附的《车载卫星智能导

航系统使用说明手册》。)

7. 时钟 (2-27 页)

8. 危险指示闪光灯开关 (6-2 页)

9. 前排乘客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 (1-19 页)

10. 发动机罩解锁把手 (3-13 页)

11. 保险丝盒盖 (8-21 页)

12. 驻车制动踏板

— 操作 (5-29 页)

— 检查 (8-11 页)

13. 方向盘

— 喇叭 (2-24 页)

— 驾驶员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 (1-19 页)

— 动力转向系统 (5-31 页)

14. 按钮式点火开关 (5-7 页)

15. 前排乘客安全气囊状态灯 (1-24 页)

16. 烟灰缸和点烟器 (2-28 页)

17. 除雾器开关 (2-24 页)

18. 加热器和空调 (4-25 页)

19. 音响系统 (4-29 页)

20. 手套箱盖解锁把手 (2-29 页)

图解目录 0-7

仪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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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图解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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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速表 (2-6 页)

2. 警告/指示灯 (2-8 页)

3. 车速表 (2-5 页)

4.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表 (2-6 页)

5. 点阵式液晶显示屏 (2-14 页)

— 里程表/双行程表 (2-5 页)

6. 燃油表 (2-6 页)

仪表和计量器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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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K50VE 发动机车型

SDI2264

1. 保险丝/易熔线盒 (8-19 页)

2. 蓄电池 (8-17 页)

— 跨接起动 (6-5 页)

3. 发动机机油加注口盖 (8-8 页)

4. 散热器加注口盖 (8-7 页)

— 车辆过热 (6-7 页)

5. 发动机机油尺 (8-8 页)

6. 制动液储液罐 (8-12 页)

7. 车窗清洗液储液罐 (8-16 页)

8. 动力转向液储液罐 (8-13 页)

9. 空气滤清器 (8-14 页)

10. 驱动皮带位置 (8-10 页)

11. 发动机冷却液储液罐 (8-7 页)

图解目录 0-9

发动机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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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图解目录

VQ37VHR 发动机车型

SDI2262

1. 保险丝/易熔线盒 (8-19 页)

2. 蓄电池 (8-17 页)

— 跨接起动 (6-5 页)

3. 散热器加注口盖 (8-7 页)

— 车辆过热 (6-7 页)

4. 发动机机油尺 (8-8 页)

5. 发动机机油加注口盖 (8-8 页)

6. 制动液储液罐 (8-12 页)

7. 车窗清洗液储液罐 (8-16 页)

8. 动力转向液储液罐 (8-13 页)

9. 空气滤清器 (8-14 页)

10. 发动机驱动皮带 (8-10 页)

11. 发动机冷却液储液罐 (8-7 页)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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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装置 — 座椅、安全带和辅助保护系统

座椅.................................................................. 1-2

前排座椅........................................................ 1-2

后排座椅........................................................ 1-4

头枕.............................................................. 1-5

扶手.............................................................. 1-6

安全带............................................................... 1-7

安全带使用的注意事项...................................... 1-7

儿童安全........................................................ 1-8

孕妇.............................................................. 1-9

伤残人士........................................................ 1-9

安全带上的 CENTER (中间) 标记.......................... 1-9

三点式安全带.................................................. 1-9

安全带的保养................................................ 1-10

儿童保护装置.................................................... 1-11

儿童保护装置的使用注意事项........................... 1-11

前座和后座的通用儿童保护装置........................ 1-12

ISOFIX 儿童保护装置...................................... 1-12

儿童保护装置固定点....................................... 1-12

使用 ISOFIX
安装儿童保护装置 (适用于后排座椅)................. 1-13

使用三点式安全带安装儿童保护装置.................. 1-14

辅助保护系统 (SRS) ........................................... 1-19

辅助保护系统 (SRS) 的注意事项 ....................... 1-19

辅助安全气囊系统.......................................... 1-23

SRS 安全气囊展开条件 .................................... 1-26

安全带预张紧系统.......................................... 1-29

修理和更换步骤.............................................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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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安全装置 — 座椅、安全带和辅助保护系统

SSS0133A

警告:

. 请勿在座椅靠背倾斜时驾驶和/或乘坐车

辆。这很危险。此时肩部安全带不能正确

地贴紧身体。如果发生意外事故，您和您

的乘客可能会被抛至肩部安全带并导致颈

部或其他部位严重受伤。您和您的乘客也

可能会从腰部安全带下滑出并受到严重伤

害。

. 要获得最有效的保护，驾驶时座椅靠背应

该竖直。务必紧靠座椅靠背坐好，并正确

调整座椅。(请参见 “安全带” (1-7
页)。)

注意:

调整座椅位置时，请勿接触任何移动部件，以

避免造成伤害和/或损坏。

前排座椅

警告:

为能全神贯注驾驶车辆，驾驶时请勿调整驾驶

员座椅。

电动座椅调整

警告:

切勿让儿童或需要他人看护的成人单独留在车

内。也不要将宠物单独留在车内。他们/它们

可能会无意地触动开关或控制键，从而导致严

重事故并伤及自身。

操作要点:

. 电动座椅电机带自动复位过载保护电路。

如果在座椅调整过程中电机停止，请等待

30 秒后再启动开关。

. 发动机未运转时，请勿长时间操作电动座

椅，以防止蓄电池电量耗尽。

有关自动驾驶座椅定位器操作，请参见“自动

驾驶座椅定位器” (3-20 页)。

座椅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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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移动:

SSS1051

向前或向后移动调节开关 ① 至所需位置。

倾斜:

向前或向后移动调节开关 ② 至所需位置。

不同体型的乘员可以利用此倾斜功能调整座椅

靠背，使安全带能够合适地系上。(请参见

“安全带” (1-7 页)。)

驻车时，乘员可以倾斜座椅靠背休息。

警告:

请勿为图舒适而过度倾斜座椅靠背。乘客靠紧

靠背笔直地坐在座椅上时，安全带最为有效。

如果靠背倾斜，会增加身体滑到腰部安全带下

面并受伤的危险性。

座椅升降器:

SSS1052

1. 拉起或压下调节开关，将座椅高度调整至

所需位置。

2. 向下旋转或向上旋转调节开关，将座椅倾

斜角度调整至所需位置。

腰部支撑:

SSS1053

腰部支撑结构为驾驶员提供了较低部位的背部

支撑。

按调节开关的两侧，将座椅腰部区域调整到所

需位置。

侧面支撑 (如装备):

SSS0685

侧面支撑功能提供大腿和身躯支撑。按下开关

内侧 ① 或外侧 ② 调节大腿区域。按下开关内

侧 ③ 或外侧 ④ 调节身躯区域。

安全装置 — 座椅、安全带和辅助保护系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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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安全装置 — 座椅、安全带和辅助保护系统

大腿延伸 (如装备):

SSS0893

前排座椅前部可向前延伸以提供舒适的乘坐空

间。向上拉并保持控制杆 ① 以延伸前部至所

需位置。

气候控制座椅

SSS0905

通过从座椅表面吹热或冷空气，气候控制座椅

可加热或冷却前排座椅。位于中央控制台的开

关可以单独操作。

1. 起动发动机。

2. 将控制旋钮 Ⓐ 转至加热侧 ① 或制冷侧

②。控制旋钮上的指示灯 Ⓑ 将点亮。

3. 使用控制旋钮 Ⓐ 调整所需的空气温度。

空气流量将自动调整。当控制旋钮调到冷

却侧，开始时的空气流速更高，以便更快

冷却。

4. 当车内暖和或冷却时和/或离开车辆前，务

必要将控制旋钮转至“OFF”位置 (中
间 ) 。 控 制 旋 钮 上 的 指 示 灯 Ⓑ

在“OFF”位置时熄灭。

要检查气候控制座椅的空气滤清器，请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

注意:

. 在发动机不运转时，如果操作气候控制座

椅可能耗尽蓄电池电量。

. 请勿长时间或在无人乘坐时使用气候控制

座椅。

. 请勿在座椅上使用任何隔热物品，如毯

子、座垫、座椅套等，否则可能会导致座

椅过热。

. 不要在座椅上放置任何坚硬或沉重的物品

或用钉类细小物体刺穿座椅，否则会损坏

气候控制座椅。

. 请及时用干布清除洒在座椅上的任何液

体。

. 气候控制座椅带有空气滤清器。不要操作

不带空气滤清器的气候控制座椅，否则会

损坏系统。

. 切勿用汽油、稀释剂或类似物品清洗座

椅。

. 如发现气候控制座椅故障或不能工作，请

关闭开关，并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

检查此系统。

后排座椅

警告:

. 任何人不得坐在货物区内，或当后排座椅

处于折叠状态时坐在后排座椅上。在无恰

当的保护装置下，乘客使用这些区域会在

事故发生或突然停车时造成严重伤害。

. 使用绳子或系带固定好货物，以防其滑下

或移动。放置货物的高度不能高于靠背。

在紧急制动或发生碰撞时,未固定的货物可

能会造成人身伤害。

. 将靠背返回到竖直位置时，要确认它们已

完全固定在锁止位置。如果未完全固定，
在事故或突然停车时可能导致乘客受伤。

倾斜

SSS0894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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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倾斜操纵杆 Ⓐ 将座椅靠背调整至所需角

度。将座椅靠背调整至所需角度后，松开倾斜

操纵杆。

要回位座椅靠背，拉动操纵杆。

不同体型的乘员可以利用此倾斜功能调整座椅

靠背，使安全带能够合适地系上。 (请参

见“安全带使用的注意事项” (1-7 页)。)驻
车时，乘员也可以倾斜座椅靠背进行休息。

警告:

. 座椅靠背倾斜时不要乘坐正在行驶的车

辆。这很危险。此时肩部安全带不能贴紧

身体。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您可能会被甩

到座椅靠背上，导致脖子或其他部位受

伤。您也可能会从腰部安全带下滑出而受

到严重内伤。

. 要得到最有效的保护，驾驶时座椅应该竖

直。要始终安坐在座椅上，双脚着地，适

当调节安全带。请参见“安全带使用的注

意事项” (1-7 页)。

. 调节后，检查确认座椅已牢固锁止。

折叠

SSS0895

折叠后排座椅前:

从后杯架上拆下饮料容器。

要向下折叠座椅靠背:

拉起操纵杆 Ⓐ 或 Ⓑ 并折叠座椅靠背。

手动回位后排座椅靠背直至锁止到位。

头枕

SSS0287

警告:

驾驶和/或乘坐车辆时请勿拆下头枕。这很危

险。应正确调整好头枕，在事故中头枕能提供

有效保护。在其他人使用座椅之后，请检查其

高度。

如图所示正确调整头枕。

将头枕的中央调整至与您耳朵的中间对齐。

调整

SSS0288

1. 按下锁止钮 ① (如后排座椅装备) 并拉起

头枕使其升高至合适的位置。

2. 按下锁止钮 ① 并向下按头枕使其降低到合

适的位置。

安全装置 — 座椅、安全带和辅助保护系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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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安全装置 — 座椅、安全带和辅助保护系统

主动安全头枕 (如装备)

SSS0508

警告:

. 头枕调整不当会削弱主动安全头枕的功

能。务必要按本章节前面部分所述调整好

头枕。

. 请勿将任何物品系在头枕杆上。这会减弱

主动安全头枕的保护功能。

. 务必要系好安全带。主动安全头枕设计用

于辅助其他安全系统。任何系统都不能避

免事故中的所有伤害。

在后部发生碰撞时，利用座椅靠背受到的来自

乘员的冲击力，主动安全头枕会向前移动。此

头枕的移动有助于减少前排乘员的后向运动，
从而支撑乘客的头部，并有助于吸收某些可能

会引起颈部受伤的冲击力。

主动安全头枕应对那些低速至中速的碰撞较为

有效，而这些碰撞最易导致颈部受伤。

主动安全头枕仅在出现某些后部碰撞时才工

作。碰撞发生后，此头枕返回原位。

按前面章节所述调整好主动安全头枕。

扶手

后

SSS0901

拉动锁止钮并向前拉扶手至水平状态。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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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带使用的注意事项

如果您系好安全带并正确调整好，且紧靠座椅

靠背笔直坐在座椅上，在事故发生时受伤或死

亡的机率和/或受伤的程度都会大大降低。

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强烈建议您和所有

乘客在车辆行驶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即使

座椅处有辅助安全气囊系统。

SSS0134A

SSS0136A

SSS0014 SSS0016

安全装置 — 座椅、安全带和辅助保护系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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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安全装置 — 座椅、安全带和辅助保护系统

警告:

. 安全带是依据人体的骨骼结构而设计的，
针对不同类型的安全带，必须横过骨盆前

方，系在骨盆的下部或系在骨盆、胸部及

肩部，切勿将腰部安全带系在腹部。如果

没有正确系好安全带可能会造成严重伤

害。

. 腰部安全带的位置应该尽可能低的紧贴髋

部，而不是腰部。腰部安全带的位置太高

会增加在事故发生时造成内伤的风险。

. 切勿几个人共用一条安全带。一条安全带

仅限一人使用；让儿童坐在乘员膝上且共

用一条安全带是很危险的。

. 车辆乘载人数切勿超过安全带的数量。

. 切勿翻转佩戴安全带。安全带不应该缠绕

着系在身上。这样会削弱安全带的作用。

. 在不影响乘坐舒适的前提下应尽量调紧安

全带，这样能起到设计要求的保护作用。

如果安全带系不紧，将会大大削弱其保护

功能。

. 驾驶员或乘客务必要系好安全带。儿童应

坐在后排座椅上，最好坐在合适的儿童保

护装置中。

. 请勿将安全带置于背后或臂下。务必要将

肩部安全带跨过肩部和胸部系好。安全带

应离开脸部和颈部，但又不能从肩部滑

下。如果没有正确系好安全带可能会造成

严重伤害。

. 请勿改装或添加安全带，以防安全带调节

装置不能消除松弛或整个安全带总成无法

调节以消除松弛。

. 请勿使安全带的织带沾上研磨粉、油、化

学药品，特别不能沾上电池酸液。请用中

性肥皂和水清洗以确保安全。如果安全带

的织带已磨破、被污染或损坏，应更换新

的安全带。

. 经历一次严重撞击后，即使没有发现总成

有严重损坏，也要更换整个总成。

. 车辆发生碰撞后，应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

经销店检查所有安全带总成，包括收缩器

及各金属连接件。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

公司建议更换在碰撞中所使用过的所有安

全带总成，除非碰撞的程度较轻且安全带

无损坏并能正常工作。在撞击中未使用的

那些安全带总成也应检查，如发现它们已

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也应更换。

. 安全带预张紧器启动一次后便不能再次使

用，应与收缩器一起更换。请与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联系。

. 应该由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拆卸和安

装安全带预张紧系统部件。

儿童安全

警告:

. 婴幼儿需要特殊保护。车辆安全带可能不

适合婴幼儿。肩部安全带可能太接近他们

的脸部或颈部。腰部安全带不适合他们的

小髋骨。如果佩戴不合适的安全带，在发

生事故时会导致严重或致命的伤害。

. 务必使用合适的儿童保护装置。

儿童需要成人的帮助和保护。他们需要受到正

确的保护。请根据儿童身躯的大小选用合适的

儿童保护装置。

婴幼儿

SSS0099

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建议将婴幼儿放在

儿童保护装置中。您应该选择适合您车辆和孩

子的儿童保护装置，并务必按照制造商的说明

进行安装和使用。

体型较大的儿童

警告:

. 切勿让儿童站在或跪在座椅上。

. 车辆行驶时，切勿让儿童呆在行李区。发

生事故或紧急制动时，儿童会受到严重伤

害。

当儿童因体型较大而不能使用儿童保护装置

时，应坐好并系上车上配有的安全带。

如果儿童所坐位置的肩部安全带太贴近脸部或

颈部，使用辅助座椅 (市面上有售) 也许可以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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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个问题。辅助座椅可以升高儿童，使肩

部安全带合适地跨过肩的中上部，且腰部安全

带相对降低至髋部。辅助座椅还应与车辆座椅

相配。儿童长大后，肩部安全带不再贴近脸部

和颈部，可以不再使用辅助座椅来配合肩部安

全带。此外，有许多类型的儿童保护装置适用

于体型较大的儿童，为他们提供最大的保护。

孕妇

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建议孕妇使用安全

带。请贴身系好安全带，并尽可能低地将腰部

安全带围在髋部而不是腰部。将肩部安全带跨

过胸部系在肩上。切勿将腰部/肩部安全带系

在腹部。请与医生联系，听取医生的意见。

伤残人士

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建议伤残人士使用

安全带。请与医生联系，听取医生的意见。

安全带上的 CENTER (中间) 标记

选择正确的安全带组合

SSS0671

中间座椅的安全带扣环上标有 CENTER (中间)
标记。中间安全带的舌片只能插入中间安全带

的扣环内。

三点式安全带

系紧安全带

SSS0292

警告:

切勿为图舒适而过度倾斜座椅靠背。乘客靠紧

靠背笔直地坐在座椅上时，安全带最为有效。

1. 调整座椅。(请参见“座椅” (1-2 页)。)

2. 将安全带慢慢从收缩器中拉出，然后将舌

片插入扣环直至听到并感觉到弹簧扣咬

合。

. 收缩器可在紧急制动或碰撞时起到锁止

的作用。慢慢拉动安全带，您可以在座

椅上稍做移动。

. 如果安全带无法从完全收缩位置拉出，
用力拉安全带然后松开。然后将安全带

从收缩器中平稳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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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0467

3. 如图所示将腰部安全带部分贴紧系在髋部

下方。

4. 将肩部安全带部分拉向收缩器方向以拉紧

安全带。确保肩部安全带跨过肩部，并贴

紧胸部。

肩部安全带高度调整

SSS0896

警告:

. 肩部安全带固定器的高度应调整到最适合

自己的位置。否则会降低整个保护装置的

性能，并增加在事故中受伤的几率或严重

程度。

. 肩部安全带应贴在肩部的中央。不能将它

靠在颈部。

. 确保安全带无缠绕。

. 调整后，上下移动肩部安全带固定器，确

保其已牢牢固定。

调整时，按下松开按钮 Ⓐ 并将肩部安全带固

定器移到合适的位置，使安全带跨过肩部的中

央。安全带应离开脸部和颈部，但又不能从肩

部滑下。松开按钮，将肩部安全带固定器锁定

到位。

松开安全带

按下扣环上的按钮。安全带会自动收缩。

自动锁止模式

安装儿童保护装置时，可以使用前排乘客和后

排三点式安全带的自动锁止机构。该机构被称

为自动锁止模式。

如果完全拉伸安全带，将启动自动锁止机构，
此时安全带只能回卷。安全带将不能拉伸，除

非安全带再次完全卷回。

要取消自动锁止模式，则从扣环中取出安全带

舌片，然后完全卷回安全带至存放位置。

注意:

自动锁止模式只能用于儿童保护装置的安装。

乘客正常使用安全带时，不应启用自动锁止模

式。如果启用自动锁止模式，则会因安全带不

能自由伸缩而使乘客感觉不舒服。也会改变前

排乘客安全气囊的工作。(请参见 “辅助安全

气囊系统” (1-23 页)。)

检查安全带的工作

安全带收缩器将在下列情况下锁止安全带滑

动:

. 从收缩器中迅速拉出安全带时。

. 车辆急减速时。

为了增加安全带的可靠性，请抓住肩部安全

带，并迅速向前拉，检查安全带的工作情况。

收缩器应锁止而阻止安全带进一步滑动。如果

在检查中收缩器不能锁止，请马上与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联系。

安全带的保养

定期检查安全带及其所有的金属组件 (如扣

环、舌片、收缩器、织带和固定器) 是否工作

正常。如果发现安全带织带的部件有松弛、老

化、裂口或其他损坏，请更换整个安全带总

成。

如果在安全带固定器的肩部安全带导向装置处

积有污物，安全带的卷回会变得缓慢。请用清

洁的干布将肩部安全带导向装置擦干净。

清洗安全带织带时，请用中性肥皂液或使用推

荐的用于清洗车内装饰物或地毯的溶液清洗。

然后用布擦干净，并放在阴凉处晾干。安全带

未完全晾干前请勿卷回收缩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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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保护装置的使用注意事项

SSS0099

警告:

. 切勿将婴幼儿放在您的膝部。发生严重事

故时，即使是最强壮的成年人也不可能抵

抗冲击力。儿童会被压在成人和车辆零部

件之间。此外，将安全带系在乘员膝上的

儿童身上也很危险。

. 婴幼儿需要特殊保护。车辆安全带可能不

适合婴幼儿。肩部安全带可能太接近他们

的脸部或颈部。腰部安全带不适合他们的

小髋骨。如果佩戴不合适的安全带，在发

生事故时会导致严重或致命的伤害。

. 婴幼儿乘车时，务必放在合适的儿童保护

装置中。否则，会导致严重的伤害或死

亡。

. 许多制造商生产婴幼儿专用的儿童保护装

置。选择儿童保护装置时，要将您的孩子

放在儿童保护装置中，并检查各种调节以

确认该儿童保护装置适合于您的孩子。务

必按照制造商的说明进行安装和使用。

. 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建议将儿童保

护装置安装在后排座椅上。根据事故统

计，儿童被保护在后排座椅比在前排座椅

更安全。

. 请按照儿童保护装置的制造商的说明进行

安装和使用。购买时，请务必选择适合于

您孩子和车辆的儿童保护装置。某些类型

的儿童保护装置可能无法正确安装在您的

车上。

. 对于前向儿童保护装置，请检查以确认肩

部安全带不会太贴近儿童的脸部或颈部。

如果太贴近，请将肩部安全带放在儿童保

护装置的后面。如果必须在前排座椅安装

前向儿童保护装置时，请参见 “使用三点

式安全带安装儿童保护装置” (1-14 页)。

. 切勿将后向儿童保护装置安装在前排座椅

上。展开的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会对儿

童造成严重伤亡。后向儿童保护装置只能

用在后排座椅上。

. 调节座椅靠背，使其适合儿童保护装置，
但要尽可能地直立。

. 如果安装儿童保护装置的安全带需要锁止

夹而没有使用，则在车辆制动或转弯时儿

童保护装置会翻倒而造成伤害。

. 安装儿童保护装置后，在将儿童放入之

前，请检查儿童保护装置。将其左右摇

动。并试着用力向前拉，来检查是否已固

定到位。儿童保护装置的移动不应超过 25
mm (1 in)。如果保护装置未被固定，要收

紧安全带或将保护装置装入另一座椅，然

后重新检查。

. 检查车辆中的儿童保护装置，确保与车辆

的安全带系统相匹配。

. 如果儿童保护装置固定不正确，发生碰撞

或紧急制动时，会大大增加伤害儿童的可

能性。

. 不正确地使用儿童保护装置，会加大车中

的儿童或其他乘员受伤的风险或严重程

度。

. 务必使用合适的儿童保护装置。发生碰撞

或紧急制动时，未正确安装的儿童保护装

置会导致严重伤亡。

. 不使用儿童保护装置时，请使用 ISOFIX 系

统或安全带将其固定，以防在紧急制动或

发生事故时飞出。

警告:

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建议将婴幼儿放在

儿童保护装置中。您应该选择适合您车辆的儿

童保护装置，并务必按照制造商的说明进行安

装和使用。此外，有许多类型的儿童保护装置

适用于体型较大的儿童，为他们提供最大的保

护。

注意:

请记住，留在封闭的车辆中的儿童保护装置会

变得很热。将儿童放入儿童保护装置中前，请

检查座椅表面和扣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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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座和后座的通用儿童保护装置

选择任何儿童保护装置时，请紧记下列要点:

. 选择符合最新的中国安全标准，GB27887-
2011 规定的儿童保护装置。

. 将您的孩子放在儿童保护装置中，并检查

各种调节以确认该儿童保护装置适合于您

的孩子。请务必遵循推荐的步骤。

. 检查车辆中的儿童保护装置，确保与车辆

安全带系统相匹配。

ISOFIX 儿童保护装置

SSS0904

您的车辆配备专用的固定点，用于 ISOFIX 儿

童保护装置。

ISOFIX 下部固定点位置

ISOFIX 固定点仅用于在后排外侧乘坐位置安装

儿童保护装置。切勿尝试使用 ISOFIX 固定点

在后排座椅中间位置安装儿童保护装置。

SSS0840

ISOFIX 固定点位于座垫后方，靠背附近。靠背

上贴有标签，帮助您定位 ISOFIX 固定点。

ISOFIX 儿童保护装置固定点附件

SSS0644

固定点附件

ISOFIX 儿童保护装置带有两个刚性附件，可连

接至座椅上的两个固定点。安装此装置后，您

不需要使用车辆安全带来固定儿童保护装置。

检查儿童保护装置的标签内容，确认其是否符

合 ISOFIX 儿童保护装置要求。该信息也可能

包含在儿童保护装置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中。

ISOFIX 儿童保护装置通常需要使用一种顶部系

带或其他防旋转装置，如支脚等。安装 ISOFIX

儿童保护装置时，请仔细阅读并遵循本手册的

使用说明及儿童保护装置随附的制造商的使用

说明。请参见 “使用 ISOFIX 安装儿童保护装

置 (适用于后排座椅)” (1-13 页)。

儿童保护装置固定点

您的车辆设计为可在后排座椅上安装一个儿童

保护装置。安装儿童保护装置时，请仔细阅读

并遵循本手册的使用说明及儿童保护装置随附

的制造商的使用说明。

警告:

儿童保护装置固定点设计为只能承受正确固定

的儿童保护装置所载的重量。无论如何都不能

将它们用作成人安全带、在车上捆绑其他物体

或装备的带子。

固定点位置

JVR0254X

如图所示，后排座椅左右外侧乘坐位置的固定

点位于靠背的背面。

在头枕和靠背之间放置顶部系带，并将顶部系

带固定在可以垂直安装的顶部系带固定点上。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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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制造商的说明收紧松弛系带。

使用 ISOFIX 安装儿童保护装置 (适用于
后排座椅)

警告:

. 仅在指定位置安装 ISOFIX 儿童保护装置。

有关 ISOFIX 下部固定点位置，请参见

“ISOFIX 儿童保护装置” (1-12 页)。如

果儿童保护装置没有正确固定，发生事故

时，您的孩子可能会受到严重伤害或死

亡。

. 不要将需要使用顶部系带的儿童保护装置

安装在无顶部系带固定点的座椅上。

. 不要使用 ISOFIX 下部固定点将儿童保护装

置固定在后排中间座椅上。儿童保护装置

无法正确固定。

. 将手指插入下部固定区域，并通过感觉检

查下部固定点，从而确保 ISOFIX 固定点没

有任何阻塞物，如安全带织带或座垫材

料。如果 ISOFIX 固定点受到阻碍，儿童保

护装置可能无法正确固定。

. 儿童保护装置固定点设计为只能承受正确

固定的儿童保护装置所载的重量。无论如

何都不能将它们用作成人安全带、在车上

捆绑其他物体或装备的带子。

在后排外侧座椅上安装

面朝前安装:

SSS0646A

面朝前安装: 第 1 步和第 2 步

为正确使用儿童保护装置，务必按照制造商的

说明进行。按照以下步骤使用 ISOFIX 在后排

外侧座椅上安装一个前向儿童保护装置:

1. 将儿童保护装置放置在座椅 ① 上。

2. 将儿童保护装置固定点附件固定在 ISOFIX
下部固定点 ② 上。

3. 儿童保护装置的背部应该紧靠着车辆座椅

靠背固定。必要时，调整或拆下头枕以正

确安装儿童保护装置。(请参见“头枕”

(1-5 页)。)如果拆下头枕，将其存放在安

全的地方。儿童保护装置拆下后，务必要

重新安装头枕。如果座椅没有可调整型头

枕，并且影响正确安装儿童保护装置，尝

试其他座椅或其他种类的儿童保护装置。

SSS0754A

面朝前安装: 第 4 步

4. 缩短刚性附件以紧固儿童保护装置；用膝

盖用力向下 ③ 向后 ④ 按压儿童保护装置

的中心挤压车辆座垫和座椅靠背。

5. 如果儿童保护装置装有顶部系带，理顺顶

部系带并将其固定在系带固定点上。(请参

见 “儿童保护装置固定点” (1-12 页)。)

6. 如果儿童保护装置装有其他防旋转装置

(如支脚)，根据制造商的说明，可用它们

代替顶部系带。

SSS0755A

面朝前安装: 第 7 步

安全装置 — 座椅、安全带和辅助保护系统 1-13

Condition: China/

www.inhauto.com说www.inhauto.com说明www.inhauto.com明进www.inhauto.com进行www.inhauto.com行。www.inhauto.com。按www.inhauto.com按照www.inhauto.com照以下www.inhauto.com以下步www.inhauto.com步骤www.inhauto.com骤使www.inhauto.com使用www.inhauto.com用 ISOFIXwww.inhauto.comISOFIX 在www.inhauto.com在后www.inhauto.com后排www.inhauto.com排

外www.inhauto.com外侧www.inhauto.com侧座www.inhauto.com座椅www.inhauto.com椅上www.inhauto.com上安www.inhauto.com安装www.inhauto.com装一个www.inhauto.com一个前www.inhauto.com前向www.inhauto.com向儿www.inhauto.com儿童www.inhauto.com童保www.inhauto.com保护www.inhauto.com护装www.inhauto.com装置www.inhauto.com置:www.inhauto.com:



Black plate (28,1)

[ Edit: 2013/ 11/ 7 Model: S51-A ]

1-14 安全装置 — 座椅、安全带和辅助保护系统

7. 在将儿童放入儿童保护装置之前，请先做

检查 ⑤。左右来回晃动并向前拉动儿童保

护装置，确认已安装牢固。

8. 每次使用前，都应确认儿童保护装置是否

已牢固固定。如果儿童保护装置松动，请

重复步骤 3 至 7。

面朝后安装:

SSS0649A

面朝后安装: 第 1 步和第 2 步

为正确使用儿童保护装置，务必按照制造商的

说明进行。按照以下步骤使用 ISOFIX 在后排

外侧座椅上安装一个后向儿童保护装置:

1. 将儿童保护装置放置在座椅 ① 上。

2. 将儿童保护装置固定点附件固定在 ISOFIX
下部固定点 ② 上。

SSS0756A

面朝后安装: 第 3 步

3. 缩短刚性附件以紧固儿童保护装置；用手

用力向下 ③ 向后 ④ 按压装置的中心挤压

车辆座垫和座椅靠背。

4. 如果儿童保护装置装有顶部系带，理顺顶

部系带并将其固定在系带固定点上。(请参

见 “儿童保护装置固定点” (1-12 页)。)

5. 如果儿童保护装置装有其他防旋转装置

(如支脚)，根据制造商的说明，可用它们

代替顶部系带。

SSS0757A

面朝后安装: 第 6 步

6. 在将儿童放入儿童保护装置之前，请先做

检查 ⑤。左右来回晃动并向前拉动儿童保

护装置，确认已安装牢固。

7. 每次使用前，都应确认儿童保护装置是否

已牢固固定。如果儿童保护装置松动，请

重复步骤 3 至 6。

使用三点式安全带安装儿童保护装置

在后排座椅上安装 - 带自动锁止模式的安全
带

警告:

. 不正确使用安全带就不能正确固定儿童保

护装置。从而可能会在紧急制动或碰撞时

导致儿童保护装置翻倒或固定不稳而对儿

童造成伤害。

. 儿童保护装置的方向视儿童保护装置的类

型和儿童身躯的大小而定。

面朝前安装:

SSS0312

在后排座椅安装前向儿童保护装置时，请按照

以下步骤进行: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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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前向儿童保护装置放置在后排座椅上。

务必按照儿童保护装置制造商的说明进行

安装。

SSS0493

2. 将安全带舌片穿过儿童保护装置，并将其

插入扣环，直至听到并感觉到弹簧扣咬

合。

请务必按照儿童保护装置制造商的说明来

绕安全带。

SSS0494

3. 拉出肩部安全带直至完全伸长，使安全带

锁止模式更改为自动锁止模式。

SSS0423A

4. 让安全带回卷。拉起肩部安全带上的 Ⓐ 以

消除安全带的松弛部分。

5. 在将儿童放入儿童保护装置之前，请先做

检查。将其左右摇动。并试着用力向前

拉，来检查是否已固定到位。

6. 尝试从收缩器中拉出更长带子，以确认收

缩器是否处于自动锁止模式。如果不能从

收缩器中拉出更长带子，则说明收缩器处

于自动锁止模式。

7. 每次使用前，都应确认儿童保护装置是否

已牢固固定。如果安全带未锁止，请重复

步骤 3 至 6。

拆下儿童保护装置，且安全带完全卷回到收缩

器后，自动锁止模式将取消，并返回至紧急锁

止模式。

面朝后安装:

SSS0392A

在后排座椅安装后向儿童保护装置时，请按照

以下步骤进行:

1. 将后向儿童保护装置放置在后排座椅上。

务必按照儿童保护装置制造商的说明进行

安装。

SSS0335A

2. 将安全带舌片穿过儿童保护装置，并将其

插入扣环，直至听到并感觉到弹簧扣咬

合。

请务必按照儿童保护装置制造商的说明来

绕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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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0258C

3. 拉出肩部安全带直至完全伸长，使安全带

锁止模式更改为自动锁止模式。

SSS0259C

4. 让安全带回卷。拉起肩部安全带上的 Ⓐ 以

消除安全带的松弛部分。

5. 在将儿童放入儿童保护装置之前，请先做

检查。将其左右摇动。并试着用力向前

拉，来检查是否已固定到位。

6. 尝试从收缩器中拉出更长带子，以确认收

缩器是否处于自动锁止模式。如果不能从

收缩器中拉出更长带子，则说明收缩器处

于自动锁止模式。

7. 每次使用前，都应确认儿童保护装置是否

已牢固固定。如果安全带未锁止，请重复

步骤 3 至 6。

拆下儿童保护装置，且安全带完全卷回到收缩

器后，自动锁止模式将取消，并返回至紧急锁

止模式。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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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排座椅上安装 - 带自动锁止模式的安全带

SSS0300A

警告:

. 切勿将后向儿童保护装置安装在前排座椅

上。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的展开力很

大。发生事故时，后向儿童保护装置会受

到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的撞击，对儿童

造成严重伤亡。

. 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建议将儿童保

护装置安装在后排座椅上。但是，如果您

必须将前向儿童保护装置安装在前排乘客

座椅上，请将乘客座椅移到最靠后的位

置。

. 切勿将带顶部系带的儿童保护装置安装在

前排座椅上。

. 适用于婴儿的儿童保护装置必须后向安

装，因此不可以安装在前排座椅上。

. 不正确使用安全带就不能正确固定儿童保

护装置。从而可能会在紧急制动或碰撞时

导致儿童保护装置翻倒或固定不稳而对儿

童造成伤害。

面朝前安装:

SSS0627

如果必须在前排座椅上安装前向儿童保护装

置，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 将座椅移到最靠后的位置 ①。

2. 调整头枕至最高位置 ②。

3. 将前向儿童保护装置放置在前排乘客座椅

上。前向儿童保护装置只可前向安装。

请务必按照儿童保护装置制造商的说明进

行安装和使用。

SSS0360B

4. 将安全带舌片穿过儿童保护装置，并将其

插入扣环，直至听到并感觉到弹簧扣咬

合。

请务必按照儿童保护装置制造商的说明来

绕安全带。

SSS0361B

5. 拉出肩部安全带直至完全伸长，使安全带

锁止模式更改为自动锁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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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0423A

6. 让安全带回卷。拉起肩部安全带上的 Ⓐ 以

消除安全带的松弛部分。

SSS0302F

7. 在将儿童放入儿童保护装置之前，请先做

检查。将其左右摇动。并试着用力向前

拉，来检查是否已固定到位。

8. 尝试从收缩器中拉出更长带子，以确认收

缩器是否处于自动锁止模式。如果不能从

收缩器中拉出更长带子，则说明收缩器处

于自动锁止模式。

9. 每次使用前，都应确认儿童保护装置是否

已牢固固定。如果安全带未锁止，请重复

步骤 5 至 8。

10. 将点火开关按到“ON”位置。乘客安全气

囊状态灯 应点亮。如果该灯未点亮，
请参见“辅助安全气囊系统” (1-23 页)。
将儿童保护装置移到另一个座椅位置。请

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该系统。

拆下儿童保护装置，且安全带完全卷回到收缩

器后，自动锁止模式将取消，并返回至紧急锁

止模式。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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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保护系统 (SRS) 的注意事项

辅助保护系统 (SRS) 章节包含有关驾驶员和乘

客的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辅助侧面防撞安

全气囊、辅助帘式侧面防撞安全气囊和安全带

预张紧器的重要信息。

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

此系统有助于减少某些正面碰撞对驾驶员和/
或前排乘客头部和胸部的冲击力。当车辆受到

碰撞时，被撞车辆正面的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

囊会展开。

辅助侧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

此系统有助于减少某些侧面碰撞对驾驶员和前

排乘客胸部的冲击力。当车辆受到碰撞时，碰

撞侧的辅助侧面防撞安全气囊会展开。

辅助帘式侧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

此系统有助于减少某些侧面碰撞对驾驶员及前

排和后排外侧乘坐位置的乘客头部的冲击力。

当车辆受到碰撞时，受撞侧的辅助帘式侧面防

撞安全气囊会展开。

SRS 是设计用于辅助而不是取代驾驶员及乘客

的安全带的保护作用。SRS 可以帮助幸免遇难

及减小受伤程度。但是，安全气囊的展开可能

会造成擦伤或其他伤害。安全气囊不能保护身

体的低位部分。务必要正确系好安全带，乘员

务必要与方向盘、仪表板和车门饰件保持适当

距离。(请参见“安全带” (1-7 页)。)安全气

囊迅速展开以保护乘员。展开时,如果乘员离

安全气囊模块太近或面对着安全气囊模块，则

安全气囊展开产生的冲击力可能会增大对乘员

的伤害。

展开过后，正面、侧面和帘式防撞安全气囊迅

速放气。

只有当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SRS 才能工

作。

当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SRS 安全气囊警

告灯点亮，并在约 7 秒后熄灭。这表示 SRS 工

作正常。(请参见“警告/指示灯和提醒蜂鸣

器”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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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0131A

SSS0132A

警告:

. 在某些侧面碰撞、后部碰撞、翻滚或较轻

的正面碰撞时，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一

般不会展开。务必要系好安全带以降低在

各种事故中受伤的风险或严重程度。

. 当您靠在座椅靠背上且正坐在座椅上时，
安全带和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最为有

效。正面防撞安全气囊会猛烈展开。但如

果您和乘客未使用安全带、前倾、斜坐或

未坐在座椅上，在事故中受伤或死亡的风

险将很大。如果在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

展开时您和您的乘客在高处面对着它，则

会受到来自安全气囊的严重或致命伤害。

所以要靠在座椅靠背上正坐，并尽量与方

向盘或仪表板保持一定距离。务必要使用

安全带。

. 请将手放在方向盘外侧。如果将手放在方

向盘内侧，在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展开

时会增加受伤的风险。

SSS0006

SSS0007

SSS0008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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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0009

SSS0099

SSS0100

警告:

. 切勿让儿童在未加保护的情况下乘车，并

且不允许他们将手或脸伸出车窗。请勿试

图将他们放在膝上或抱在怀里。图中所示

为一些危险的乘坐示例。

. 如果没有正确保护儿童，当安全气囊展开

时，儿童可能会严重受伤或死亡。

. 切勿将后向儿童保护装置安装在前排座椅

上。展开的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会对儿

童造成严重伤亡。(请参见“儿童保护装

置” (1-11 页)。)

SSS0059A

SSS0140

SSS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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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0162

警告:

. 在某些正面碰撞、后部碰撞、翻滚或较轻

微的侧面碰撞中，辅助侧面防撞安全气囊

和辅助帘式侧面防撞安全气囊一般不会展

开。所以务必要系好安全带以降低在事故

中受伤的风险或严重程度。

. 在某些正面碰撞、后部碰撞或较轻的侧面

碰撞时，辅助帘式侧面防撞安全气囊一般

不会展开。所以务必要系好安全带以降低

在事故中受伤的风险或严重程度。

. 当您靠在座椅靠背上且正坐在座椅上时，
安全带和辅助侧面防撞安全气囊和辅助帘

式侧面防撞安全气囊最为有效。辅助侧面

防撞安全气囊和辅助帘式侧面防撞安全气

囊会猛烈展开。但如果您和乘客未使用安

全带、前倾、斜坐或未坐在座椅上，在事

故中受伤或死亡的风险将很大。

. 请勿让乘客将手、腿或脸部靠近位于前排

座椅靠背两侧或车顶纵梁侧边附近的辅助

侧面防撞安全气囊和辅助帘式侧面防撞安

全气囊。请勿让前排座椅或后排外侧座椅

上的乘客将手伸出车窗或斜靠在车门上。

图中所示为一些危险的乘坐示例。

. 坐在后排座椅时，请勿握住前排座椅的靠

背。如果辅助侧面防撞安全气囊和辅助帘

式侧面防撞安全气囊展开，您可能会受到

严重伤害。务必要特别注意正确地保护好

儿童。

. 请勿在前排座椅靠背上使用座椅套。它们

会影响辅助侧面防撞安全气囊的展开。

安全带预张紧系统

发生特定类型的碰撞时，安全带预张紧系统会

与辅助安全气囊系统同时激活。与前排座椅安

全带收缩器和固定器一起工作，可以在车辆发

生特定类型的碰撞时立刻收紧安全带，以保护

前排座椅的乘员。(请参见“安全带预张紧系

统” (1-29 页)。)

安全气囊警告标签

SSS1023

如图所示的车辆位置上贴有辅助安全气囊系统

警告标签。

SRS 安全气囊:

警告标签 ① 位于前排乘客和/或驾驶员侧的遮

阳板表面。

SRS 正面防撞乘客安全气囊 (如装备):

警告标签 ② (如装备) 位于乘客侧车身面板的

侧面。此标签警告您不要将后向儿童保护装置

安装在前排乘客座椅上，如果在前排乘客座椅

使用该系统，当安全气囊在碰撞中展开时会给

婴儿造成严重伤害。

在装备有正面防撞乘客安全气囊系统的车辆

内，请仅在后排座椅上使用后向儿童保护装

置。

“极度危险！请勿在受正面防撞安全气囊保护

的座椅上安装后向儿童保护装置！”

SRS 安全气囊警告灯

SPA1097

辅助安全气囊警告灯在仪表板上显示 ，对

安全气囊系统、预张紧器的电路和所有相关线

路进行监控。

当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SRS 安全气囊警

告灯点亮，并在约 7 秒后熄灭。这表示 SRS 安

Condition: China/

www.inhauto.com生www.inhauto.com生特www.inhauto.com特定www.inhauto.com定类www.inhauto.com类型www.inhauto.com型的www.inhauto.com的碰www.inhauto.com碰撞www.inhauto.com撞时www.inhauto.com时立www.inhauto.com立刻www.inhauto.com刻收www.inhauto.com收紧www.inhauto.com紧安www.inhauto.com安全www.inhauto.com全带www.inhauto.com带，www.inhauto.com，以www.inhauto.com以保www.inhauto.com保护www.inhauto.com护

前www.inhauto.com前排www.inhauto.com排座www.inhauto.com座椅www.inhauto.com椅的www.inhauto.com的乘www.inhauto.com乘员www.inhauto.com员。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请www.inhauto.com请参www.inhauto.com参见www.inhauto.com见“www.inhauto.com“安www.inhauto.com安全www.inhauto.com全带www.inhauto.com带预www.inhauto.com预张www.inhauto.com张紧www.inhauto.com紧系www.inhauto.com系



Black plate (37,1)

[ Edit: 2013/ 11/ 7 Model: S51-A ]

全气囊系统正常工作。

当下列任一情况发生时，安全气囊和/或安全

带预张紧系统需要检修:

. SRS安全气囊警告灯在点亮约 7秒钟后仍持

续点亮。

. SRS 安全气囊警告灯间歇闪烁。

. SRS 安全气囊警告灯不点亮。

在这些情况下，安全气囊和/或安全带预张紧

系统无法正常工作。必须予以检修。请马上与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联系。

辅助安全气囊系统

SSS1184

1. 碰撞区传感器

2. 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模块

3. 辅助侧面防撞安全气囊模块

4. 乘员分类传感器 (重量传感器)

5. 乘员分类系统控制单元

6. 辅助帘式侧面防撞安全气囊

7. 辅助帘式侧面防撞安全气囊模块

8. 诊断传感器单元

9. 卫星传感器

10. 安全带预张紧器收缩器

警告:

. 请勿将任何物品放在方向盘垫、仪表板上

及前车门饰件和前排座椅附近。请勿将任

何物品放在乘员和方向盘垫之间、仪表板

上及前车门饰件和前排座椅附近。辅助安

全气囊展开时，这些物品可能会抛出从而

造成伤害，十分危险。

安全装置 — 座椅、安全带和辅助保护系统 1-23

Condition: China/

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



Black plate (38,1)

[ Edit: 2013/ 11/ 7 Model: S51-A ]

1-24 安全装置 — 座椅、安全带和辅助保护系统

. 展开后不久，许多辅助安全气囊系统部件

很热。请勿触摸: 否则会被严重烫伤。

. 请勿任意改动辅助安全气囊系统的部件或

线路。这是为了避免辅助安全气囊意外展

开或损坏辅助安全气囊系统。

. 请勿任意改动车辆的电气系统、悬架系

统、车头结构或侧边面板。否则会影响辅

助安全气囊系统的正常工作。

. 改动辅助安全气囊系统可能导致严重的人

身伤害。改动包括将物品放在方向盘垫

上、仪表板上及其周围，或在辅助安全气

囊系统周围安装其他装饰品。

. 应由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进行辅助安

全气囊系统周围的作业。不得改动或切断

SRS线路。未经认可的电子测试设备和探测

装置不应用于辅助安全气囊系统。

. SRS 线路接头为黄色和/或橙色以便于识

别。

当安全气囊展开时，会发出很大的响声，随后

放出烟雾。烟雾无毒，也不表示着火。请注意

不要吸入，否则会导致刺激或窒息。对于有呼

吸疾病史的乘客应立即呼吸新鲜空气。

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

警告:

确保乘客智能安全气囊的正常工作，请遵循以

下规定。

. 不要让后排乘客推或拉座椅靠背袋。

. 不要将超过 4 kg (9 lb)重的重物置于座椅

靠背、头枕上或放在座椅靠背袋中。

. 座椅后不要存放行李，以免压到座椅靠背

中。

. 查看前排乘客安全气囊状态灯，确认其工

作状况。

. 如果发现前排乘客安全气囊状态灯没有如

上述描述工作，请将车辆送到 INFINITI 英

菲尼迪经销店处检查乘客座椅智能安全气

囊系统。

. 在与经销店确认乘客座椅智能安全气囊是

否正确运行之前，请让乘员先坐在后排座

椅上。

. 请勿在座椅上放置尖锐的物品。同样，请

勿在座椅上放置重物，这会在座椅上留下

永久的印痕。这些物品会损坏座椅或乘员

分类传感器 (重量传感器)。这会影响安全

气囊系统的工作，并导致严重的人身伤

害。

. 请勿在座椅上使用水或酸性清洁剂 (热蒸汽

清洁剂)。否则会损坏座椅或乘员分类传感

器。这也会影响安全气囊系统的工作，并

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

. 拆卸或改装前排乘客座椅可能会影响安全

气囊系统功能并导致严重人身伤害。

. 改装或改动前排乘客座椅会造成严重的人

身伤害。例如，不要改装前排座椅，包括

不要在座垫上放置任何物品，也不要在座

椅上安装如座椅套等附加饰品，否则不能

确保安全气囊的正常工作。此外，不要在

前排乘客座椅或椅垫和座椅靠背下存放任

何物品。这些物品可能影响乘员分类传感

器的正常工作。

. 前排乘客安全气囊设计为在某些情况下会

自动关闭。仔细阅读本章节，学习如何操

作。正确使用座椅、安全带和儿童保护装

置对于获取最有效的保护十分重要。不遵

循本使用说明手册中关于座椅、安全带和

儿童保护装置的说明，将会加大在事故中

受伤的风险或严重程度。

如果当一位儿童坐在前排座椅时安全气囊状态

灯不点亮，而当一个成人坐在前排座椅时灯点

亮，此时要检查确认除乘客本身重量外，是否

有其他重物放在座椅上。如果您对乘客安全气

囊是否按设计运行有任何疑问，INFINITI 英菲

尼迪经销店可以使用专用工具确认其是否正常

工作。

本车型的驾驶员和前排乘客座椅上安装有智能

安全气囊系统。驾驶员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

位于方向盘中央。乘客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

位于手套箱上的仪表板上。

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驶设计为在受到严

重的正面碰撞时会展开，但当受到与严重的正

面碰撞相似的其他形式的碰撞时，它也会展

开。而在某些正面碰撞时也可能不展开。车辆

的损坏 (或无明显损坏) 并不总是意味着能正

常启动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

智能安全气囊系统具有双段式安全气囊充气

机。系统监测来自碰撞区传感器、诊断传感器

单元、安全带扣环传感器和乘员分类传感器

(重量传感器) 的信息。充气机的运行取决于碰

撞的程度和驾驶员是否使用了安全带。对于前

排右侧乘客，还要监测乘员分类传感器。基于

这些传感器的信息，可能在碰撞中只有一个正

面防撞安全气囊展开，这取决于碰撞的程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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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乘员是否使用了安全带。此外，前排乘客

安全气囊在某些情况下会自动关闭，这取决于

乘员分类传感器所提供的信息。如果前排乘客

安全气囊关闭，乘客安全气囊状态灯将会点亮

(如果座椅上没有乘客，该灯不会点亮，但是

安全气囊将关闭)。一个前排安全气囊展开并

不表示系统的性能不正确。如果您对安全气囊

系统的性能有任何疑问，请与 INFINITI 英菲

尼迪汽车公司或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联

系。

同时使用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和安全带可以

帮助减弱对前排乘员头部和胸部的撞击。它们

可以帮助乘客幸免遇难及减小受伤程度。但

是，展开的正面防撞安全气囊也许会导致面部

擦伤或其他伤害。正面安全气囊不能保护身体

的低位部分。

即便有智能安全气囊系统，驾驶员和乘客也应

该系好安全带并坐直，尽量远离方向盘或仪表

板。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迅速展开，以保护

前排乘员。为此，展开期间，如果乘员过于靠

近或面对着安全气囊模块，则正面防撞安全气

囊展开期间产生的冲击力会加大乘员受伤的风

险。展开后，安全气囊将迅速放气。

前排乘客安全气囊状态灯:

SSS0676

前排乘客安全气囊状态灯 位于仪表板上。

将点火开关转至“ON”位置后，前排乘客安全

气囊状态灯点亮约 7 秒，然后根据前排乘客乘

坐状态熄灭或点亮。此灯工作原理如下:

. 无人乘坐的乘客座椅: 熄灭，前排乘

客安全气囊关闭，并且在碰撞中也将不会

充气展开。

. 乘客座椅上坐有体型较小的成人、儿童或

安装有儿童保护装置，如本章节概括的情

况: 点亮以指示前排乘客安全气囊关

闭，并且将不会在碰撞中充气展开。

. 使用中的乘客座椅且乘客符合在本章中概

括的情况: 指示灯 熄灭以指示前排乘

客安全气囊工作正常。

前排乘客安全气囊:

当车辆在下述情况下运行时前排乘客安全气囊

会自动关闭。如果前排乘客安全气囊关闭，在

碰撞中不会展开。车辆中的驾驶员安全气囊和

其他安全气囊不是此系统的部件。

此系统的目的是通过自动关闭安全气囊，来帮

助降低安全气囊展开对某些前排乘客座椅上的

乘员 (如儿童) 造成伤害或导致死亡的风险。

乘员分类传感器 (重量传感器) 位于前排座椅

下面的座垫框上，用于检测座椅上的乘员与物

体。例如，智能安全气囊系统设计为当儿童乘

坐在前排乘客座椅上时关闭乘客安全气囊，以

满足法规要求。同样，如果在座椅上有儿童保

护装置，乘员分类传感器可以检测到并关闭安

全气囊。

前排乘客座椅上的成年乘员，如果正常乘坐并

且按照手册上所述使用安全带，那么乘员的安

全气囊不会自动关闭。对于体型小的成年人，
安全气囊可能会关闭。但是，如果乘员未坐好

(如，没有笔直坐在座椅上、坐在座椅边上或

未坐在座椅上)，也会使传感器关闭安全气

囊。务必要正确坐在座椅上并系好安全带，能

够使安全带和辅助安全气囊达到最有效的保

护。

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建议未满 13 岁的

儿童和孩子应该正确保护在后排座椅上。

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还建议在后排座椅

上正确安装儿童保护装置和辅助座椅。如果无

法安装，乘员分类传感器可以如上所述关闭前

排乘客安全气囊，以适合特殊的儿童保护装

置。儿童保护装置固定不当，以及使用自动锁

止模式 (儿童保护模式) 可能会使保护装置在

事故或突然停车时跳起或移动。这也可能会导

致乘客安全气囊在碰撞时展开，而非关闭。

(有关正确使用和安装，请参见“儿童保护装

置” (1-11 页)。)

乘客安全气囊设计为如果前排乘客座椅无人乘

坐则在碰撞中不会展开。但是，如果在座椅上

安全装置 — 座椅、安全带和辅助保护系统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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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安全装置 — 座椅、安全带和辅助保护系统

放置了重物，则会使安全气囊展开，因为乘员

分类传感器检测到了物体。其他情况也可能使

安全气囊展开，例如儿童站在座椅上或两个儿

童在一个座椅上等与此使用说明手册中的说明

不符的情况。务必要确保您和车上所有乘员都

正确地乘坐和被保护。

利用乘客安全气囊状态灯，可以检测到在前排

乘客座椅被乘坐时前排乘客安全气囊的自动关

闭。前排乘客座椅无人乘坐时此灯不会点亮。

如果成年乘员坐在座椅上，但乘客安全气囊状

态灯点亮 (说明安全气囊关闭)，可能该成人体

型较小或者没有正确坐在座椅上。

如果必须在前排座椅上使用儿童保护装置，乘

客安全气囊状态灯可能点亮也可能不点亮，这

取决于儿童身躯的大小以及使用的儿童保护装

置的类型。如果安全气囊状态灯没有点亮 (说
明碰撞中安全气囊可能充气展开)，可能是没

有正确使用儿童保护装置或安全带。确认正确

安装了儿童保护装置，正确使用了安全带，而

且乘员坐姿正确。如果安全气囊状态灯仍未点

亮，请重新让乘员乘坐在后排座椅或将儿童保

护装置放在后排座椅上。

即使您认为儿童保护装置、安全带和乘员都已

正确就位，如果乘客安全气囊状态灯未点亮，
该系统感应到座椅上没有人 (在这种情况下，
将关闭安全气囊)。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

可以使用专用工具检查系统是否关闭。但是，
在您到经销店确认安全气囊正常工作以前，请

勿让乘员乘坐在后排座椅或将儿童保护装置放

在后排座椅上。

智能安全气囊系统和乘客安全气囊状态灯需要

几秒来记录乘客座椅状态的变化。但是，如果

座椅未被乘坐，安全气囊状态灯将保持熄灭状

态。

如果前排乘客安全气囊系统发生故障，位于仪

表和计量器区的辅助安全气囊警告灯 将闪

烁。请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该系

统。

辅助侧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

SSS0521

辅助侧面防撞安全气囊位于前排座椅靠背的外

侧。

辅助侧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设计为在受到严重

的侧面碰撞时会展开，但当受到与严重的侧面

碰撞相似的其他形式的碰撞时，它也会展开。

而在某些侧面碰撞时也可能不展开。车辆的损

坏 (或无明显损坏) 并不总是意味着能正常启

动辅助侧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

辅助帘式侧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

辅助帘式侧面防撞安全气囊位于车顶纵梁。

辅助帘式侧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设计为在受到

严重的侧面碰撞时会展开，但当受到与严重的

侧面碰撞相似的其他形式的碰撞时，它也会展

开。而在某些侧面碰撞时也可能不展开。车辆

的损坏 (或无明显损坏) 并不总是意味着能正

常启动辅助帘式侧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

SRS 安全气囊展开条件

在即使乘员正确佩戴安全带的情况下仍可能导

致严重受伤的正面碰撞或侧面碰撞事故中，
SRS 安全气囊激活。

当撞击力被吸收和/或分散到车身时，SRS 安全

气囊可能不会激活。车辆的损坏 (或无明显损

坏) 并不总是意味着能正常启动 SRS 安全气囊

系统。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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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S 安全气囊展开的条件

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

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设计为在较为严重

的正面碰撞中展开。示例如下图所示。

JVR0151X

在以超过 25 km/h 的车速与不会移动或变形的

坚固墙面发生正面碰撞时，辅助正面防撞安全

气囊系统将展开。

当车辆底盘受到严重损坏时，辅助正面防撞安

全气囊系统也可能展开。
JVR0152X

. 以较高的车速与路缘石、路面铺砌边缘或

坚硬的表面发生碰撞时

. 跌入深洞或深沟

. 车辆跳跃后猛烈触地

辅助侧面防撞安全气囊和帘式侧面防撞安全气

囊:

辅助侧面碰撞和帘式侧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设

计为在较为严重的侧面碰撞中展开。示例如下

图所示。

JVR0161X

(辅助侧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

JVR0162X

(辅助帘式侧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

. 车辆与车速超过 25 km/h 的普通乘用车发生

侧面碰撞的情况下，辅助侧面碰撞和帘式

侧面防撞安全气囊将会展开。

安全装置 — 座椅、安全带和辅助保护系统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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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安全装置 — 座椅、安全带和辅助保护系统

SRS 安全气囊不展开的条件

当冲击力不足以使 SRS 安全气囊膨胀时，SRS
安全气囊可能不会展开。

例如，如果车辆撞击某一物体 (如停驻的车辆

或交通标志杆) 并导致车辆移动或变形，SRS
安全气囊可能不会展开。

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

JVR0154X

. 与停驻的同等级别的车辆的碰撞

. 与坚固的电线杆的碰撞

JVR0155X

. 与卡车尾门下方的碰撞

. 与护栏的正面偏置碰撞

辅助侧面防撞安全气囊和帘式侧面防撞安全气

囊:

JVR0156X

. 在侧面成一角度的碰撞

. 与两轮摩托车的侧面碰撞

JVR0157X

. 侧面撞击车辆发动机舱

. 车辆翻滚

JVR0163X

. 与护栏的正面偏置碰撞

. 与柱杆的碰撞

SRS 安全气囊不展开的条件

一旦 SRS 安全气囊展开，如果车辆与其他车辆

或物体发生碰撞，安全气囊模块将不再起作

用。

SRS 安全气囊不展开的其他示例如下图所示。

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

JVR0159X

. 侧面或后部碰撞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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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翻滚

辅助侧面防撞安全气囊和帘式侧面防撞安全气

囊:

JVR0160X

. 与停驻或移动中的车辆发生正面碰撞

. 后部碰撞

安全带预张紧系统

警告:

. 安全带预张紧器启动后就不能再次使用。

应与收缩器和扣环整套设备更换。

. 如果车辆受到撞击，但预张紧器未启动，
请务必检查预张紧系统，必要时应由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更换。

. 请勿任意改动安全带预张紧系统的部件或

线路。这是为了防止安全带预张紧器意外

启动或损坏安全带预张紧系统。

. 有关安全带预张紧系统的周围作业应该由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进行。不得改动

或切断 SRS 线路。未经认可的电子测试设

备和检测装置不得用于安全带预张紧系

统。

. 如果您需要处理安全带预张紧系统或拆卸

车辆，请与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联

系。在 INFINITI 英菲尼迪车辆维修手册上

注明有正确的预张紧器的处理步骤。不正

确的处理步骤会导致人身伤害。

预张紧器与前排座椅安全带收缩器和固定器嵌

在一起。这些安全带与一般的安全带一样使

用。

当安全带预张紧器启动时，会发出很大的响

声，随后放出烟雾。烟雾无毒，也不表示着

火。请注意不要吸入，否则会导致刺激或窒

息。对于有呼吸疾病史的乘客应立即呼吸新鲜

空气。

修理和更换步骤

警告:

. 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辅助侧面防撞安

全气囊或辅助帘式侧面防撞安全气囊展开

后，该安全气囊模块将不能再次工作，必

须进行更换。必须由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

销店进行安全气囊模块的更换。展开后的

安全气囊模块无法修复。

. 如 果 车 辆 的 前 端 或 侧 面 损 坏 ， 应 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安全气囊系

统。

. 如果您需要处理 SRS 或报废车辆，请与

I N F I N I T I 英菲尼迪经销店联系。在

INFINITI 英菲尼迪车辆维修手册上注明有

正确的处理步骤。不正确的处理步骤会导

致人身伤害。

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辅助侧面防撞安全气

囊、辅助帘式侧面防撞安全气囊和安全带预张

紧器设计为一次性启动。如果 SRS 安全气囊警

告灯未损坏，在安全气囊展开后，SRS 安全气

囊警告灯将一直点亮作为提醒。SRS 的修理和

更换务必要由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进

行。

当车辆需要保养时，应向保养人员指明安全气

囊、安全带预张紧器和相关部件的情况。当在

发动机罩下或在车辆内工作时，点火开关应该

始终处在“LOCK”位置。

安全装置 — 座椅、安全带和辅助保护系统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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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仪表与控制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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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O0052X

1. 车外后视镜遥控开关

2. 电动后背门开关

3. 电动后背门主开关

4. 仪表亮度控制开关

5. 前大灯、雾灯和转向信号灯开关

— 前大灯

— 转向信号灯

— 雾灯

6. 安装在方向盘上的控制键 (左侧)

— 方向盘音响控制开关

— 免提电话系统开关

7. 行程电脑开关

8. 雨刮器和清洗器开关

9. 安装在方向盘上的控制键 (右侧)

— 巡航控制

— 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

10. 换档杆

11. 车辆动态控制 (VDC) OFF 开关

12. 智能钥匙孔

— 智能钥匙电池电量耗尽

— 智能钥匙电池更换

13. 双行程表的 TRIP/RESET (行程/重设) 开关

14. 电动倾斜/伸缩方向盘开关

15. 控制开关

— 气候控制座椅开关

— SNOW (雪地) 模式开关

— 连续阻尼控制模式选择开关*

*: 如装备

仪表与控制键 2-3

驾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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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仪表与控制键

SSI0457

1. 侧出风口

2. 换档拨片

3. 仪表和计量器

4. 中央出风口

5. 中央多功能控制面板

— 车辆信息和设置按钮

— 音响系统

6. 中央显示屏

— 全景监视器

— 导航系统 (请参见另附的《车载卫星智能导

航系统使用说明手册》。)

7. 时钟

8. 危险指示闪光灯开关

9. 前排乘客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

10. 发动机罩解锁把手

11. 保险丝盒盖

12. 驻车制动踏板

— 操作

— 检查

13. 方向盘

— 喇叭

— 驾驶员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

— 动力转向系统

14. 按钮式点火开关

15. 前排乘客安全气囊状态灯

16. 烟灰缸和点烟器

17. 除雾器开关

18. 加热器和空调

19. 音响系统

20. 手套箱盖解锁把手

仪表板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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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3915

1. 转速表*

2. 警告/指示灯

3. 车速表*

4.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表*

5. 点阵式液晶显示屏

— 里程表/双行程表

6. 燃油表*

*: 在点火开关按到“OFF”位置后，指针可能

略微移动。这并非故障。

车速表和里程表

车速表

SIC3950

车速表显示车辆行驶速度。

里程表/双行程表

SIC3259

里程表/双行程表

当点火开关处于“ON”位置时，点阵式液晶显

示屏上显示里程表/双行程表。

里程表 ① 显示车辆行驶的总里程数。

双行程表 ② 显示单一行程的距离。

仪表与控制键 2-5

仪表和计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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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仪表与控制键

切换双行程表显示:

按下组合仪表板左下的 TRIP A/B RESET 开关

③，如下切换显示:

TRIP A ? TRIP B ? TRIP A

重设双行程表:

按下 TRIP A/B RESET 开关 ③ 1 秒钟以上，将行

程表清零。

转速表

SIC3660

转速表指示发动机每分钟的转速 (rpm)。请勿

让发动机的转速接近红色区域 ①。

各车型的红色区域都不同。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表

SIC3255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表指示发动机冷却液温度。

当表针指向如图所示的区域 ① 时，发动机冷

却液温度正常。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随车外空气温度和行驶状况

而变化。

注意:

. 如果此量表显示冷却液温度靠近正常范围

的热端 (H)，则需要减速以降低温度。

. 如果此表超过了正常范围，请尽快安全停

车。

. 发动机过热时，如果继续驾驶车辆会严重

损坏发动机。有关应采取的紧急措施，请

参见“如果车辆过热” (6-7 页)。

燃油表

SIC3256

当点火开关处于“ON”位置时，燃油表指示油

箱中的近似燃油位。

在刹车、转弯、加速、上下坡时可导致燃油箱

内的燃油波动，因此，燃油表的指针会有轻微

的摆动。

当燃油箱内燃油不足时，点阵式液晶显示屏上

出现燃油不足警告 。方便时尽快补充燃

油，务必在燃油表指针达到空 (E) 位置之前加

油。

箭头 ，指示加油口外盖位于车辆的右侧。

注意:

请在燃油表指针指向空 (E) 位置之前加油。

在燃油表的指针指向空 (E) 位置时，油箱内尚

有少量的燃油。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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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照明和指针摇摆

携带智能钥匙进入车内，关上驾驶员侧车门

后，各仪表就会亮起。

发动机起动时，车速表和转速表的指针将会晃

动，其亮度也会逐渐增强。

仪表亮度控制

SIC3262

SIC3830

当点火开关处于“ON”位置时，可以操作仪表

亮度控制开关。操作此开关时，点阵式液晶显

示屏切换至亮度调节模式。

按上侧开关 Ⓐ 增加仪表板照明亮度。长条 ①

向 + 侧移动。达到最大亮度时，“MAX”会出

现在显示屏 ② 上。

按下面的开关 Ⓑ 降低仪表板照明亮度。长条

① 向 − 侧移动。达到最小亮度时，“MIN”会

出现在显示屏 ③ 上。但是，在夜间不会出

现“MIN”。

在下列情况下，点阵式液晶显示屏恢复正常显

示:

. 当超过 5 秒内没有操作仪表板亮度控制开

关时。

. 当按下组合仪表板右侧的 开关或 开

关时。

仪表与控制键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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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仪表与控制键

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警告灯
预检功能警告灯
(橙色)*

故障指示灯 (MIL)

自动变速箱 (AT) 检查警告灯 后主动转向警告灯* 后雾灯指示灯

制动警告灯 安全带警告灯 安全指示灯

充电警告灯 辅助保护系统 (SRS) 安全气囊警告灯 小灯指示灯

发动机机油压力警告灯 车辆动态控制 (VDC) 警告灯 SPORT 模式指示灯

四轮驱动 (4WD) 警告灯 自适应前大灯系统 (AFS) 指示灯 转向信号灯/危险指示灯

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警告灯 (橙色)* 自动变速箱 (AT) 档位指示灯 车辆动态控制 (VDC) OFF 指示灯

智能钥匙系统警告灯 前雾灯指示灯

轮胎压力低警告灯 前排乘客安全气囊状态灯 (在仪表板上)

主警告灯 远光指示灯 *: 如装备

警告/指示灯和提醒蜂鸣器

Condition: China/

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前www.inhauto.com前排www.inhauto.com排乘www.inhauto.com乘客安www.inhauto.com客安全www.inhauto.com全气www.inhauto.com气囊www.inhauto.com囊状www.inhauto.com状态www.inhauto.com态灯www.inhauto.com灯 (www.inhauto.com(在www.inhauto.com在仪www.inhauto.com仪表www.inhauto.com表板www.inhauto.com板上www.inhauto.com上)www.inhauto.com)



Black plate (53,1)

[ Edit: 2013/ 11/ 7 Model: S51-A ]

检查灯泡

关闭所有车门，施加驻车制动，系紧安全带，
并将点火开关按至“ON”位置，但不要起动发

动 机 。 如 装 备 ， 下 列 灯 将 点 亮 :
、 、 、 、 、 、

如 装 备 ， 下 列 灯 短 暂 点 亮 然 后 熄 灭 :
、 、 、 、 、 、 、

如果有任何一个灯未点亮，则可能表示此灯泡

烧坏或该电气系统中有开路。请立即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该系统，必要时

进行维修。

一些指示和警告也显示在车速表和转速表之间

的点阵式液晶显示屏上。请参见“点阵式液晶

显示屏” (2-14 页)。

警告灯

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警告灯

当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警告灯点亮，随后熄灭。这表示 ABS 工

作正常。

如果在发动机运转时或行驶时 ABS 警告灯点

亮，则可能表示 ABS 工作不正常。请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该系统。

如果 ABS 出现故障，防抱死功能会停止发挥作

用。然后，制动系统正常工作，但防抱死制动

辅助不起作用。请参见“制动系统” (5-31
页)。

自动变速箱 (AT) 检查警告灯

当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自动变速箱 (AT)
检查警告灯点亮，随后熄灭。这说明 AT 工作

正常。

如果在发动机运转时或行驶时，AT 检查警告灯

点亮，则可能表示 AT 工作不正常，且可能需

要维修。请立即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

检查该系统，必要时进行维修。

制动警告灯

警告:

. 如果制动液位低于制动液储液罐上的最低

标记，在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

制动系统前，请勿驾驶车辆。

. 即使您认为是安全的，也请用其他车辆牵

引本车，因为此时驾驶是有危险的。

. 在发动机停机和/或制动液液位低的情况下

踩下制动踏板会增大制动距离，并且需要

更用力及更大幅度地踩下制动踏板。

制动警告灯指示驻车制动系统工作、制动系统

的制动液液位低及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故

障。

驻车制动警告指示灯:

在施加驻车制动的情况下，当点火开关按

至“ON”位置时，制动警告灯点亮。释放驻车

制动时，制动警告灯熄灭。

如果没有完全释放驻车制动，制动警告灯会持

续点亮。驾驶前，请确认制动警告灯已熄灭。

请参见“驻车制动器” (3-20 页)。

制动液液位过低警告指示灯:

在发动机运转或车辆行驶且松开驻车制动的情

况下，如果制动警告灯点亮，则指示制动液液

位过低。

在行驶过程中，当制动警告灯点亮时，尽可能

迅速安全地停下车辆。关闭发动机，并检查制

动液液位。如果制动液液位处于储液罐上最低

标记处，则根据需要添加制动液。请参见“制

动液” (8-12 页)。

如果制动液液位正常，请立即到 INFINITI 英

菲尼迪经销店检查制动系统。

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警告指示灯:

松开驻车制动且制动液液位正常时，如果制动

警告灯和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警告灯都点

亮，可能指示 ABS 工作不正常。请立即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该系统，必要时

进行维修。请参见“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警

告灯” (2-9 页)。

充电警告灯

当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充电警告灯点

亮。发动机起动后，充电警告灯熄灭。这表示

充电系统工作正常。

如果在发动机运转时或行驶时，充电警告灯点

亮，则可能表示充电系统工作异常，且可能需

要维修。

行驶过程中，如果充电警告灯点亮，尽快安全

地停下车辆。请关闭发动机并检查交流发电机

皮带。如果交流发电机皮带松动、断裂或脱

落，则需要维修充电系统。请参见“驱动皮

带” (8-10 页)。

仪表与控制键 2-9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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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仪表与控制键

如果交流发电机皮带看上去工作正常，但是充

电警告灯持续点亮，请立即到 INFINITI 英菲

尼迪经销店检查充电系统。

注意:

如果交流发电机皮带松动、断裂或脱落，请勿

继续驾驶。

发动机机油压力警告灯

当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发动机机油压力

警告灯点亮。发动机起动后，发动机机油压力

警告灯熄灭。这表示发动机中的机油压力传感

器工作正常。

如果在发动机运转时，发动机机油压警告灯点

亮或闪烁，则可能表示发动机机油压力过低。

尽快安全地停下车辆。立即关闭发动机，并联

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

注意:

. 在发动机机油压力警告灯点亮时运转发动

机会严重损坏发动机。

. 发动机机油压力警告灯并非设计用于指示

机油油位低。请用机油尺检查油位。请参

见“发动机机油” (8-8 页)。

四轮驱动 (4WD) 警告灯

当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四轮驱动 (4WD)
警告灯点亮。发动机起动后，4WD 警告灯熄

灭。

如果 4WD 系统出现故障，或前轮与后轮的转速

或半径不相同，此警告灯将持续点亮或闪烁。

请参见“四轮驱动 (4WD)” (5-13 页)。

注意:

. 如果驾驶时 4WD 警告灯点亮，则 4WD 系统

可 能 有 故 障 。 降 低 车 速 ， 并 尽 快 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车辆。

. 当驾驶车辆时，如果 4WD 警告灯闪烁:

— 快速闪烁 (一秒钟两次):
将车辆开到路旁安全区域，然后怠速

运转发动机。驾驶模式将切换至 2WD
以防 4WD 系统出现故障。
如果警告灯熄灭，可再次驾驶。

— 慢速闪烁 (约两秒钟一次):
将车辆开到路旁安全区域，然后怠速

运转发动机。确认所有轮胎的尺寸都

相同、胎压正确且轮胎无异常磨损。

如果进行以上操作后警告灯仍点亮，请尽快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车辆。

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警告灯 (橙
色) (如装备)

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警告灯点亮。发动机起动后，ICC
系统警告灯熄灭。这表示 ICC 系统工作正常。

如果 ICC 系统出现故障，该灯点亮。

如果 ICC 系统警告灯点亮，将车辆停在安全的

位置。关闭发动机，重新起动发动机，恢复驾

驶并重新设定 ICC 系统。

如果不能设定 ICC 系统或预检功能警告灯保持

点亮，可能指示该系统故障。虽然车辆在正常

条件下还可以驾驶，但应到 INFINITI 英菲尼

迪经销店检查系统。

请参见 “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 (5-17
页)。

智能钥匙系统警告灯

当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智能钥匙系统警

告灯点亮，然后熄灭。表示转向锁和智能钥匙

警告系统工作正常。

如果转向锁系统或智能钥匙系统有故障，此灯

点亮。

在发动机停止时，如果该灯点亮，则可能无法

解锁转向锁或起动发动机。在发动机运转过程

中，如果该灯点亮，可以继续驾驶车辆。但

是，在这些情况下，请尽快联系 INFINITI 英

菲尼迪经销店进行维修。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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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压力低警告灯

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轮胎压力低警告灯

点亮，然后熄灭。这表示轮胎压力低警告系统

工作正常。

轮胎压力低或轮胎压力警告系统有故障时此灯

点亮。

胎压监测系统 (TPMS) 监测备用轮胎之外的所

有轮胎的压力。

轮胎压力低警告:

如果在轮胎压力低的情况下驾驶车辆，警告灯

将点亮。

当轮胎压力低警告灯点亮时，您应该停车并调

节轮胎压力至轮胎标签上推荐的 COLD (冷态)
轮胎压力。调整轮胎压力时，轮胎压力低警告

灯不会自动熄灭。在轮胎充气至规定压力后，
必须以 25 km/h (16 MPH) 以上速度驾驶车辆，
以启动 TPMS 并熄灭轮胎压力低警告灯。使用

轮胎压力表检查轮胎压力。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胎压监测系统

(TPMS)” (5-5 页) 和 “胎压监测系统

(TPMS)” (6-2 页)。

TPMS 故障:

如果 TPMS 工作不正常，在点火开关按至 ON 位

置时，轮胎压力低警告灯闪烁约 1 分钟。警告

灯将在 1 分钟后持续点亮。请到 INFINITI 英

菲尼迪经销店检查该系统。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胎压监测系统

(TPMS)” (5-5 页)。

警告:

. 当点火开关按到 ON 位置时如果此灯没有点

亮，应尽快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

查。

. 行驶过程中，如果该灯点亮，则应避免突

然转向或紧急制动，要降低车速，尽快驶

离路面至安全位置并停车。在轮胎压力低

的情况下行驶会永久损坏轮胎以及增加轮

胎出现故障的可能性。可能会导致车辆严

重损坏和事故，并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检

查四个轮胎的压力。调节轮胎压力至轮胎

标签上推荐的 COLD (冷态)轮胎压力，从而

熄灭轮胎压力低警告灯。如果轮胎漏气，
尽快更换备用轮胎。

. 当安装备用轮胎或更换车轮时，TPMS 不起

作用，而且轮胎压力低警告灯闪烁约 1 分

钟。警告灯将在 1 分钟后持续点亮。尽快

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更换轮胎

和/或重置系统。

. 如果更换了非 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

最初指定的轮胎，会影响 TPMS 的正常工

作。

注意:

. TPMS 不能替代定期的轮胎压力检查。务必

定期检查轮胎压力。

. 如果车辆行驶速度小于 25 km/h (16 MPH)，
TPMS 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 务必在四个车轮上都正确安装规定尺寸的

轮胎。

主警告灯

当点火开关处于“ON”位置时，如果点阵式液

晶显示屏上显示下列其中的情况，则主警告灯

点亮。

. 未检测到钥匙警告

. 燃油不足警告

. 清洗液液位低警告

. 请解除驻车制动警告

. 车门/后背门打开警告

请参见“点阵式液晶显示屏” (2-14 页)。

预检功能警告灯 (橙色) (如装备)

当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预检功能警告灯

点亮。发动机起动后，预检功能警告灯熄灭。

表示制动系统 (装备 ICC 系统的车型) 的预检

功能正常工作。

如果制动助力系统 (带预检功能) 有故障，该

灯点亮。

如果预检功能警告灯点亮，将车辆停在安全的

位置。关闭发动机，重新起动发动机，然后恢

复驾驶。

如果不能设定 ICC 系统或预检功能警告灯保持

点亮，可能指示该系统故障。虽然车辆在正常

条件下还可以驾驶，但应到 INFINITI 英菲尼

迪经销店检查系统。请参见“预检功能 用于装

备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的车型” (5-29
页)。

仪表与控制键 2-11

Condition: China/

www.inhauto.com
尽

www.inhauto.com
尽快

www.inhauto.com
快更

www.inhauto.com
更换

www.inhauto.com
换备

www.inhauto.com
备用

www.inhauto.com
用轮

www.inhauto.com
轮胎

www.inhauto.com
胎

.www.inhauto.com. 当www.inhauto.com当安www.inhauto.com安装www.inhauto.com装备www.inhauto.com备用www.inhauto.com用轮www.inhauto.com轮胎www.inhauto.com胎或www.inhauto.com或更www.inhauto.com更换www.inhauto.com换车轮www.inhauto.com车轮时www.inhauto.com时，www.inhauto.com，TPMSwww.inhauto.comTPMS 不www.inhauto.com不起www.inhauto.com起

作
www.inhauto.com

作用
www.inhauto.com

用 而
www.inhauto.com

而且
www.inhauto.com

且轮
www.inhauto.com

轮胎
www.inhauto.com

胎压
www.inhauto.com

压力
www.inhauto.com

力低
www.inhauto.com

低警
www.inhauto.com

警告
www.inhauto.com

告灯
www.inhauto.com

灯闪
www.inhauto.com

闪烁
www.inhauto.com

烁约
www.inhauto.com

约 1
www.inhauto.com

1 分
www.inhauto.com

分



Black plate (56,1)

[ Edit: 2013/ 11/ 7 Model: S51-A ]

2-12 仪表与控制键

后主动转向警告灯 (如装备)

当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后主动转向警告

灯点亮。发动机起动后，后主动转向警告灯熄

灭。这表示后主动转向系统工作正常。

如果发动机运转时警告灯点亮，可能表示转向

系统的后主动转向部分故障。请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该系统。

更多有关后主动转向系统的信息，请参见“后

轮主动转向系统” (5-31 页)。

如果系统出现故障，后主动转向功能将停止，
但可继续驾驶。

行驶时，如果该灯点亮，请联系 INFINITI 经

销商进行维修。

安全带警告灯

警告灯和蜂鸣器提醒您系上安全带。

点火开关按至“ON”位置时警告灯点亮，并在

系好驾驶员安全带之前一直点亮。同时，如果

未系好驾驶员安全带，此蜂鸣器将鸣响约 6 秒

钟。

当前排有乘客时，如果没有系上安全带，则前

排乘客的安全带警告灯将点亮。在点火开关处

于“ON”位置后约 5 秒内，系统不会点亮前排

乘客的警告灯。

有关安全带使用的注意事项，请参见“安全

带” (1-7 页)。

辅助保护系统 (SRS) 安全气囊警告灯

当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辅助保护系统

(SRS) 安全气囊警告灯点亮 7 秒钟，然后熄

灭。这表示 SRS 安全气囊系统工作正常。

如果出现下列任何一种情况，表示 SRS 安全气

囊系统和安全带预张紧器需要检修。请立即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该系统，必要时

进行维修。

. 约 7秒钟后，SRS 安全气囊警告灯仍持续点

亮。

. SRS 安全气囊警告灯间歇闪烁。

. SRS 安全气囊警告灯根本不点亮。

如果没有经过检查并维修，SRS 安全气囊和安

全带预张紧器可能无法正常作用。请参见“辅

助安全气囊系统” (1-23 页)。

车辆动态控制 (VDC) 警告灯

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VDC 警告灯点亮，
然后熄灭。

当 VDC 系统工作时，警告灯闪烁。

如果在行驶时此警告灯闪烁，则表示路面较

滑，车辆已接近牵引极限。

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警告灯点亮，可能表

示 VDC 系统无法正常工作，需要维修。请立即

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该系统，必

要时进行维修。

如果系统出现故障，VDC 系统功能将取消但车

辆仍可以驾驶。

请参见“车辆动态控制 (VDC) 系统” (5-15
页)。

指示灯

自适应前大灯系统 (AFS) 指示灯

当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自适应前大灯

(AFS) 指示灯点亮，然后熄灭。这表示 AFS 工

作正常。

如果 AFS 指示灯闪烁，可能表示 AFS 无法正常

工作。请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该

系统。请参见“自适应前大灯系统 (AFS)”
(2-21 页)。

自动变速箱 (AT) 档位指示灯

点火开关按至“ON”位置时，指示灯显示自动

选档位置。

在手动换档模式中，当变速箱由于变速箱保护

模式不切换至选择的档位时，AT 档位指示灯将

闪烁且蜂鸣器鸣响。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使用自动变速箱

(AT) 驾驶” (5-10 页)。

前雾灯指示灯

当前雾灯打开时，前雾灯指示灯点亮。请参

见“雾灯开关” (2-22 页)。

前排乘客安全气囊状态灯

根据前排乘客座椅使用的不同，位于仪表板上

的前排乘客安全气囊状态灯( )将点亮，并

且前排乘客安全气囊将关闭。

有关前排乘客安全气囊状态灯的操作，请参

见“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 (1-24
页)。

Condition: China/

www.inhauto.com
全

www.inhauto.com
全带

www.inhauto.com
带预

www.inhauto.com
预张

www.inhauto.com
张紧

www.inhauto.com
紧器

www.inhauto.com
器可

www.inhauto.com
可能

www.inhauto.com
能无

www.inhauto.com
无法

www.inhauto.com
法正

www.inhauto.com
正常

www.inhauto.com
常作

www.inhauto.com
作用

www.inhauto.com
用。

www.inhauto.com
。请

www.inhauto.com
请参

www.inhauto.com
参见

www.inhauto.com
见 辅

www.inhauto.com
辅

助www.inhauto.com助安www.inhauto.com安全www.inhauto.com全气www.inhauto.com气囊www.inhauto.com囊系www.inhauto.com系统www.inhauto.com统”www.inhauto.com” (1-23www.inhauto.com(1-23 页www.inhauto.com页)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



Black plate (57,1)

[ Edit: 2013/ 11/ 7 Model: S51-A ]

远光指示灯

远光灯开启时，远光指示灯点亮。选择近光

时，此指示灯熄灭。请参见“前大灯和转向信

号灯开关” (2-20 页)。

故障指示灯 (MIL)

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故障指示灯 (MIL)
点亮。发动机起动后，MIL 熄灭。这说明发动

机控制系统工作正常。

如果在发动机运转时 MIL 点亮，可能表示发动

机控制系统工作不正常，需要维修。请立即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车辆，必要时进

行维修。

如果在发动机运转期间 MIL 闪烁，可能表示排

放控制系统中有潜在故障。这种情况下，排放

控制系统可能无法正常工作，需要维修。请立

即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该系统，
必要时进行维修。

注意事项:

为减少或避免在 MIL 闪烁时对发动机控制系统

可能造成的损坏:

. 避免以 70 km/h (43 MPH) 以上的速度驾驶。

. 避免突然加速或减速。

. 避免上陡坡。

. 避免承载或牵引不必要的负载。

注意:

. 在未对发动机控制系统进行适当维修的情

况下继续驾驶，可能会导致驾驶性能不

佳、燃油经济性降低及发动机控制系统损

坏，从而可能会影响保修范围。

. 不正确的设定发动机控制系统可能会违反

当地和国家的排放法律法规。

后雾灯指示灯

后雾灯打开时，后雾灯指示灯点亮。请参

见“雾灯开关” (2-22 页)。

安全指示灯

点火开关在“ACC”、“OFF” 或 “LOCK”位

置时，安全指示灯闪烁。该功能说明车辆上装

备的 INFINITI 英菲尼迪车辆防盗锁止系统正

在工作。

如果 INFINITI 英菲尼迪车辆防盗锁止系统出

现故障，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该灯会持

续点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安全系统”

(3-12 页)。

小灯指示灯

当前示宽灯、仪表板灯、尾灯和牌照灯打开

时，小灯指示灯点亮。当关闭 时，此指示

灯熄灭。

SPORT (运动) 模式指示灯 (如装备)

当 SPORT 模式转至“ON”时，SPORT 模式指示

灯点亮。请参见“连续阻尼控制” (5-14
页)。

转向信号灯/危险指示灯

当转向信号灯开关控制杆或危险指示闪光灯开

关在 ON 位置时，转向信号灯/危险指示灯闪

烁。请参见“前大灯和转向信号灯开关” (2-
20 页) 或 “危险指示闪光灯开关” (6-2 页)。

车辆动态控制 (VDC) OFF 指示灯

当 VDC OFF 开关按至“OFF”位置时，车辆动态

控制 (VDC) OFF 指示灯点亮。

当 VDC OFF 开关按到“OFF”位置时，VDC 系统

关闭。

请参见“车辆动态控制 (VDC) 系统” (5-15
页)。

提醒蜂鸣器

制动摩擦块磨损警告

盘式制动摩擦块有带声响的磨损警告。当需要

更换制动摩擦块时，在行驶中它会发出高音调

的刮擦或啸叫声。此刮擦声仅会发生在刚踩下

制动踏板的时候。随着制动器摩擦块磨损得更

多，即使没有踩下制动踏板，也能听到此声

音。一旦听到磨损警告声，请尽快检查制动

器。

请立即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该系

统，必要时进行维修。请参见“制动器” (8-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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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仪表与控制键

钥匙提醒蜂鸣器

如果检测到下列任一操作，钥匙提醒蜂鸣器鸣

响:

. 当点火开关在“ACC” 或 “OFF”位置时驾

驶员侧车门打开。

. 当点火开关在“OFF” 或 “LOCK”位置时

驾驶员侧车门打开，且智能钥匙留在智能

钥匙孔中。

当 车 门 打 开 时 ， 确 认 点 火 开 关 切 换

至“LOCK”位置，并在下车时随身携带智能钥

匙。

车内或车外蜂鸣器在某些情况下会鸣响。蜂鸣

器发出响声时，务必检查车辆和智能钥匙。请

参见“智能钥匙系统” (3-5 页)。

车灯提醒蜂鸣器

如果在出现下列错误操作时打开驾驶员侧车

门，则车灯提醒蜂鸣器将鸣响:

. 前大灯开关处于 或 位置，点火开关

处于“ACC”、“OFF” 或 “LOCK”位置。

当您离开车辆时，务必将前大灯开关转

至“OFF” 或 “AUTO”位置 (雾灯开关处

于“OFF”位置)。

驻车制动提醒蜂鸣器

在施加驻车制动的情况下，如果车速大于 7
km/h (4 MPH)，驻车制动提醒蜂鸣器将鸣响。

停车，并释放驻车制动。

安全带警告蜂鸣器

蜂鸣器会鸣响大约 6 秒直至驾驶员安全带系

好。

SIC3252

点阵式液晶显示屏 ① 位于转速表和车速表之

间，它显示自动变速箱 (AT) 档位指示灯、巡

航控制系统信息、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

(如装备) 信息、智能钥匙操作信息及其他警告

和信息。

. 自动变速箱 (AT)

— “警告/指示灯和提醒蜂鸣器” (2-8
页)。

— “使用自动变速箱 (AT) 驾驶” (5-10
页)。

. 巡航控制

— “巡航控制” (5-16 页)。

. 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

— “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 (5-17
页)。

. 智能钥匙系统

— “智能钥匙系统” (3-5 页)。

— “按钮式点火开关” (5-7 页)。

点阵式液晶显示屏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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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示灯

JVI057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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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仪表与控制键

1.发动机起动运转指示灯

当换档杆在“P”(驻车档) 位置时，该指示灯

出现。

该指示灯说明，通过踩下制动踏板，并按下点

火开关，可以起动发动机。可以在点火开关处

于任何位置时直接起动发动机。

2.转向锁释放故障指示灯

当方向盘无法从“LOCK”位置松开时，该指示

灯点亮。

如果此指示灯点亮，在按下点火开关同时轻轻

向左和向右转动方向盘。

3.智能钥匙插入指示灯

需将智能钥匙插入智能钥匙孔时，该指示灯点

亮。(例如，智能钥匙电池的电量耗尽时。)

如果此指示灯出现，将智能钥匙按正确方向插

入智能钥匙孔。请参见“按钮式点火开关”

(5-7 页)。

4.智能钥匙拔出指示灯

点火开关在“OFF” 或 “LOCK”位置，且智能

钥匙在智能钥匙孔中时，如果打开驾驶员侧车

门，则该指示灯点亮。钥匙提醒蜂鸣器也会发

出声响。

如果此指示灯点亮，请将智能钥匙从智能钥匙

孔中取出，并在您离开车辆时随身携带。

5.未检测到钥匙警告

在下列任一情况下，出现该警告。

车内无钥匙:

车门关闭，并且智能钥匙留在车外，点火开关

在“ACC” 或 “ON”位置时，出现该警告。确

认智能钥匙在车内。

非注册智能钥匙:

当点火开关从“LOCK”位置切换至其他位置，
且系统无法识别智能钥匙时，出现此警告。不

能使用未注册钥匙起动发动机。使用注册的智

能钥匙。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智能钥匙系统”

(3-5 页)。

6.换档“P”警告

在换档杆处于“P”(驻车) 以外任一位置时，
如果按下点火开关停止发动机，则出现该警

告。

如果此警告出现，将换档杆移到“P”(驻车

档) 位置或将点火开关按至“ON”位置。

车内警告蜂鸣器也会鸣响。请参见“智能钥匙

系统” (3-5 页)。

7.“按压”警告

在换档“ P”警告出现后，点火开关处

于“ACC”位置时，将换档杆移动到“P”(驻
车档) 位置，会出现该警告。

要将点火开关按至“OFF”位置，请执行以下

步骤:

换档“P”警告? (将换档杆移至“P”) ? 按

压警告 ? (按下点火开关 ? 将点火开关按

至“ON”位置) ? 按压警告 ? (按下点火开关

? 将点火开关转至“OFF”位置)

8.智能钥匙电池电量耗尽指示灯

当智能钥匙电池电量耗尽时，该指示灯出现。

如果此指示灯出现，请更换新电池。请参

见“蓄电池” (8-17 页)。

9.请解除驻车制动警告

在施加驻车制动的情况下，当车速大于 7 km/h
(4 MPH) 时，该警告出现。释放驻车制动以关

闭警告。

10.燃油不足警告

当燃油箱中的燃油不足时，该警告出现。方便

时尽快补充燃油，务必在燃油表指针达到空

(E) 位置之前加油。

在燃油表到达空 (E) 位置时，油箱内尚有少量

的燃油。

11.清洗液液位低警告

当清洗液储液罐中液位偏低时，该警告出现。

根据需要添加清洗液。请参见“车窗清洗液”

(8-16 页)。

12.车门/后背门打开警告 (点火开关处
于“ON”位置)

如果任一车门和/或后背门打开或没有关好，
该警告出现。显示屏上的车辆图标指示开启的

车门或后背门。确认关闭所有车门和后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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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Time to rest”指示灯

在设定的“time to rest”指示灯启动时，出

现该指示灯。最多可以将时间设置为 6 小时。

请参见“行程电脑” (2-17 页)。

14.车外温度低警告

如果车外温度低于 38C (378F) 时，将启动警

告。可以设置不显示该警告。请参见“行程电

脑” (2-17 页)。

15.巡航控制指示灯 (如装备)

在按下巡航控制主开关时，显示巡航主开关指

示灯 (CRUISE)。再次按下主开关时，CRUISE
指示灯熄灭。当显示 CRUISE 指示灯时，巡航

控制系统工作。

巡航控制系统控制车速时，显示巡航控制设置

指示灯 (SET)。发动机工作时，如果 SET 指示

灯闪烁，则可能指示巡航控制系统工作不正

常。请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该系

统。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巡航控制” (5-
16 页)。

16.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指示灯 (如装
备)

按下 ICC 主开关时，显示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主开关指示灯 (CRUISE)。再次按下主开关

时，指示灯熄灭。当显示 CRUISE 指示灯时，
ICC 系统工作。

ICC 系统的常规 (定速) 巡航控制模式控制车辆

时，显示巡航控制设置指示灯 (SET)。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 (5-17 页).

保养指示灯

SIC3265

发动机机油更换指示灯

当达到更换发动机机油的设定时间时，该指示

灯显示。您可以设置或重置更换发动机机油的

距离。请参见“行程电脑” (2-17 页)。

2.机油滤清器更换指示灯

当达到更换机油滤清器的设定时间时，该指示

灯出现。您可以设置或重置更换机油滤清器的

距离。请参见“行程电脑” (2-17 页)。

3.轮胎更换指示灯

当达到更换轮胎的设定时间时，该指示灯出

现。您可以设置或重置更换轮胎的距离。请参

见“行程电脑” (2-17 页)。

4.“其他”指示灯

当发动机机油、机油滤清器和轮胎之外的其他

项目达到更换的设定时间时，该指示灯显示。

您可以设置或重置更换项目的距离。请参

见“行程电脑” (2-17 页)。

中央显示屏上有更多保养提醒。请参见“如何

使用 INFO (信息) 按钮” (4-5 页)。

行程电脑

SIC3829

仪表与控制键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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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仪表与控制键

行程电脑的开关位于组合仪表板的右侧。要操

作行程电脑，如上所述按下开关。

Ⓐ 开关

Ⓑ 开关

在点火开关按至“ON”位置时，可以通过按

下 开关 Ⓐ 来选择行程电脑的模式。

每次按下 开关 Ⓐ，显示将按如下顺序切

换:

当前燃油消耗 ? 平均燃油消耗和速度 ? 行驶

时间和行程表 ? 可续航距离 (dte) ? 车外气

温 (ICY) ? 设置 ? 警告检查

JVI0323X

1.当前燃油消耗 (km/l, l/100 km 或 MPG)

当前燃油消耗模式显示当前燃油消耗。

2.平均燃油消耗 (km/l, l/100 km 或 MPG) 和
车速 (km/h 或 MPH)

燃油消耗:

平均燃油消耗模式显示从上次清零以来的平均

燃油消耗。按下 开关 Ⓑ 1 秒钟以上，便

可完成清零。(平均速度也同时清零。)

显示每 30 秒更新一次。在清零后的前约 500 m

内，显示 “----”。

车速:

平均车速模式显示上次清零以来的平均车速。

按下 开关 Ⓑ 1 秒钟以上，便可完成清

零。(平均燃油消耗也同时清零。)

显示每 30 秒更新一次。在清零后的前 30 秒

内，显示“----”。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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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驶时间和行程表 (km 或英里)

行驶时间:

行驶时间模式显示上次清零以来的时间。按下

开关 Ⓑ 1 秒钟以上， 显示时间清零。(行
程表也同时清零。)

行程表:

行程表模式显示从上次清零以来的车辆行驶的

总距离。按下 开关 Ⓑ 1 秒钟以上，便可

完成清零。(行驶时间也同时清零。)

4.可续航距离 (dte — km 或英里)

可续航距离 (dte) 模式向您提供加油前预计可

以行驶的距离。dte 根据燃油箱中的油量和实

际燃油消耗计算。

显示每 30 秒更新一次。

dte 模式包括油位低警告功能。如果燃油不

足，屏幕上将显示警告。

油位继续下降时，dte 显示将变为“----”。

. 如果添加的燃油量很少，可能会继续显示

点火开关按至“OFF”位置之前的内容。

. 在山坡或弯路上行驶时，燃油箱内的燃油

会晃动，这可能会暂时改变显示内容。

5.车外气温 (ICY — 8C 或 8F)
-30 至 558C (-22 至 1318F) 范围内的车外气温

以 8F 或 8C 显示。

车外气温模式包括低温警告功能。如果车外气

温低于 38C (378F)，屏幕上将显示警告。

车外温度传感器位于散热器前部。传感器可能

会受到道路或发动机热量、风向和其他行驶条

件的影响。显示可能与实际车外温度或各种标

识或公告上显示的温度不同。

设置

SIC3860

驾驶过程中或当操作警告或指示灯显示时，设

置可能不可用。

设置模式中使用 开关 Ⓐ 和 开关 Ⓑ。

按下 Ⓑ 开关选择菜单。

按下 Ⓐ 开关确定菜单。

SKIP (跳过):

按下 开关 Ⓐ 移到警告检查模式。

按下 开关 Ⓑ 选择其他菜单。

ALERT (警报):

警报菜单下有 3 个子菜单。

. BACK (返回)

选择该子菜单返回至设置模式的首页。

. TIME TO REST (休息时间)

选择该子菜单指定何时启动“time to
rest”指示灯。

. ICY (车外气温)

选择该子菜单显示外部温度低警告。

MAINTENANCE (保养):

保养菜单下有 5 个子菜单。

. BACK (返回)

选择该子菜单返回至设置模式的首页。

. ENGINE OIL (发动机机油)

选择该子菜单设置或重置更换发动机机油

的距离。

. OIL FILTER (机油滤清器)

选择该子菜单设置或重置更换机油滤清器

的距离。

. TIRE (轮胎)

选择该子菜单设置或重置更换轮胎的距

离。

. OTHER (其他)

选择该子菜单设置或重置更换发动机机

油、机油滤清器和轮胎之外的其他项目的

距离。

选项:

显示菜单下有 4 个子菜单。

. BACK (返回)

选择该子菜单返回至设置模式的首页。

. LANGUAGE (语言)

选择该子菜单选择显示语言。

. UNIT (单位)

选择该子菜单以选择公制单位: km/l、l/
100 km 或 MPG。

. METER EFFECT (仪表效果)

选择该子菜单打开及关闭仪表/环状照明与

指针晃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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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仪表与控制键

警告检查

SIC3858

SKIP (跳过):

按下 开关 Ⓐ 切换至当前燃油消耗显示。

按下 开关 Ⓑ 选择其他菜单。

DETAIL (详细内容):

该项目仅在警告显示时可用。

选择该菜单以查看警告详细内容。

氙气前大灯

警告:

高电压

. 当氙气前大灯打开时，其会产生高电压。

切勿改动或分解，以防发生触电事故。请

务必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和/
或更换氙气前大灯。

. 氙气前大灯的亮度比常规前大灯更高。如

果没有正确对光，它们可能会使对面驾驶

员或您前面的驾驶员产生炫目，从而导致

严重事故。请立即将车开到 INFINITI 英菲

尼迪经销店，并正确调节前大灯。

刚打开氙气前大灯时，其亮度或光色会有轻微

的变化。然而，不久亮度和光色就会趋于稳

定。

频繁开－关操作会缩短氙气前大灯的寿命。短

时间间隔最好不要关闭前大灯。

如果氙气前大灯的灯泡即将烧坏，其亮度会急

剧下降，灯光开始闪烁，或者灯光会呈微红

色。如果出现上述一种或多种情况，请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

自动对光控制

带氙气前大灯的车辆装有自动调平系统。前大

灯光轴是自动控制的。

前大灯开关

SIC3330

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建议您咨询有关灯

光使用的当地法规。

AUTO 位置

点火开关处于“ON”位置且前大灯开关处

于“AUTO”位置 ① 时，将根据周围环境的亮

度，自动点亮前大灯、前示宽灯、仪表板灯、

尾灯和其他车灯。

当点火开关按至“OFF”位置时，车灯会自动

关闭。

SAA0642A

前大灯和转向信号灯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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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请勿在传感器 Ⓐ 上放置任何物品。传感器感

应亮度，并控制自动照明功能。如果传感器被

覆盖，它的反应就和天黑时一样，前大灯将点

亮。

自动前大灯关闭延时:

关闭点火开关，打开任一车门然后关闭所有车

门后，可保持前大灯点亮达 180 秒。

可调整自动前大灯关闭延时时间，调整范围为

0 秒 (关闭) 到 180 秒。出厂默认设置为 45
秒。

有关自动前大灯关闭延时设置，请参见“车辆

信息和设置” (4-5 页)。

位置

位置 ② 打开前示宽灯、仪表板灯、尾灯和

牌照灯。

位置

位置 ③ 打开前大灯以及其他车灯。

前大灯光束

SIC3235

要打开远光灯，将操纵杆推至前端位置 ①。

要关闭远光灯，将操纵杆扳回至中间位置 ②。

要闪烁大灯时，将操纵杆扳至最后端位置 ③。

前大灯即使没有打开也可以闪光。

前大灯对光控制

自动型

对于配备自动调平系统的车辆，前大灯光轴自

动控制。

蓄电池节电系统

如果在出现下列错误操作时打开驾驶员车门，
车灯提醒蜂鸣器将鸣响:

. 前大灯开关处于 或 位置，且点火开

关处于“ACC”、“OFF” 或 “LOCK”位

置。

离开车辆时，务必将前大灯开关转至“OFF”
或 “AUTO”位置。

点火开关在“ON”位置，前大灯开关在

或 位置时，点火开关按至“OFF”位置后，
此灯将在一段时间内自动熄灭。

注意:

在发动机不运转时，请勿长时间打开车灯，以

防蓄电池电量耗尽。

自适应前大灯系统 (AFS)

自适应前大灯系统 (AFS) 将向转弯方向自动调

整前大灯 (近光)，以改善驾驶员的视野。当前

大灯打开且驾驶员转动方向盘转弯时，AFS 系

统将开始工作。

AFS 将在下列情况下工作:

. 前大灯开关处于 ON 位置时。

. 换档杆处于“P”(驻车档) 或“R”(倒档)
以外的任何档位时。

. 对于驾驶员侧前大灯，行驶车速大于 25
km/h (16 MPH) 时。注意，当车辆原地不动

转动方向盘时，前排乘客侧近光前大灯将

转动，但是驾驶员侧近光前大灯不会转

动。仅当车辆车速大于 25 km/h (16 MPH)
时，AFS 才会启动驾驶员侧前大灯。

AFS 装有自动前大灯调平系统。自动调整前大

灯的光轴至合适位置，这取决于车内的乘客数

量、车辆载荷以及路面状况。

将点火开关按至“ON”位置后，如果 AFS OFF
指示灯闪烁，可能指示 AFS 工作不正常。请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该系统。

在起动发动机时，前大灯将振动检查系统状

况。这并非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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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信号灯开关

SIC3236

注意:

如果方向盘转向角度没有超过预设值，转向信

号灯开关将不会自动回位。转向或换车道后，
确认转向信号灯开关已返回原位。

转向信号灯

要打开转向信号灯，将操纵杆向上 ① 或向下

② 移到操纵杆锁定的地方。当转向完毕后，转

向信号灯会自动熄灭。

换车道信号灯

要打开换车道信号灯，向上 ① 或向下 ② 移动

操纵杆至指示灯开始闪烁的位置，但是操纵杆

未锁止。

要取消闪烁，移动操纵杆至相反方向。

SIC3333

前雾灯

要打开前雾灯，将前大灯开关转至 或

位置，将雾灯开关转至 位置 ①。

要关闭雾灯，将雾灯开关转至“OFF”位置。

当前大灯开关处于“AUTO”位置时，将雾灯开

关转至 位置可打开前大灯、雾灯以及其他

灯。

后雾灯

要打开后雾灯，将雾灯开关转至 位置 ②。

开关自动返回 位置，后雾灯将与前雾灯一

起点亮。确认仪表板上的 指示灯点亮。

要关闭后雾灯，将雾灯开关再次转至 位

置。确认仪表板上的 指示灯熄灭。

要关闭前雾灯和后雾灯，将雾灯开关转

至“OFF”位置。

当前大灯开关处于“AUTO”位置时，将雾灯开

关转至 位置可打开前大灯、雾灯以及其他

灯。

后雾灯只能在可见度非常低时使用。[通常，
能见度低于 100 m (328 ft)]

警告:

在结冰温度下，清洗液可能在挡风玻璃上结冰

而阻碍视线。清洗挡风玻璃前，用除雾器加热

挡风玻璃。

注意:

. 请勿连续操作清洗器超过 30 秒钟。

. 如果车窗清洗液储液罐内无清洗液，请勿

操作清洗器。

. 如果由于雪或冰的阻挡使雨刮器操作终

止，雨刮器将停止移动，以保护电机。如

果 出 现 这 种 情 况 ， 将 雨 刮 器 开 关 转

至“OFF”位置，并清除雨刮器臂上及其周

围的雪或冰。在大约 1 分钟内，再次打开

开关，操作雨刮器。

挡风玻璃雨刮器和清洗器开关

SIC4491

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挡风玻璃雨刮器和

清洗器工作。

雾灯开关 雨刮器和清洗器开关

Condition: China/

www.inhauto.com要www.inhauto.com要关www.inhauto.com关闭www.inhauto.com闭雾www.inhauto.com雾灯www.inhauto.com灯，www.inhauto.com，将www.inhauto.com将雾www.inhauto.com雾灯www.inhauto.com灯开www.inhauto.com开关www.inhauto.com关转www.inhauto.com转至www.inhauto.com至 OFFwww.inhauto.comOFF 位www.inhauto.com位置www.inhauto.com置。www.inhauto.com。当www.inhauto.com当前www.inhauto.com前大www.inhauto.com大灯www.inhauto.com灯开www.inhauto.com开关www.inhauto.com关处www.inhauto.com处于www.inhauto.com于“www.inhauto.com“AUTOwww.inhauto.comAUTO”www.inhauto.com”位www.inhauto.com位置www.inhauto.com置时www.inhauto.com时，www.inhauto.com，将www.inhauto.com将雾www.inhauto.com雾灯www.inhauto.com灯开www.inhauto.com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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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刮器操作

操纵杆位置“AUTO”① 操作雨量感知自动雨刮

器系统。请参见“雨量感知自动雨刮器系统”

(2-23 页)。

操纵杆位置“ ”② 为低速操作雨刮器。

操纵杆位置“ ”③ 为高速操作雨刮器。

要停下雨刮器，将操纵杆向上移到“OFF”位

置。

操纵杆位置“ ”④ 为操作一次刮扫。随后

操纵杆自动返回至原始位置。

清洗器操作

要操作清洗器，朝车辆后方 ⑤ 拉动操纵杆直

至在挡风玻璃上喷出所需清洗液量。随后雨刮

器将自动工作几次。

前大灯清洗器将与挡风玻璃清洗器一起工作。

请参见“前大灯清洗器” (2-23 页)。

前大灯清洗器

将操纵杆向车辆后方 ⑤ 拉动。

前大灯清洗器将与挡风玻璃清洗器一起工作。

在第 1 次操作后，前大灯清洗器在挡风玻璃清

洗器每操作 5 次时工作 1 次。

注意:

如果车窗清洗液储液罐内无清洗液，请勿操作

前大灯清洗器。

雨量感知自动雨刮器系统

SIC3859

雨量感知自动雨刮器系统可以自动打开雨刮器

并调节雨刮器速度，这取决于安装在挡风玻璃

上部的雨量传感器所得到的降雨量和车辆速

度。

要设定雨量感知自动雨刮器系统，将操纵杆向

下推到“ A U T O”位置 ①。点火开关处

于“ON”位置时，雨刮器将自动刮扫一次。

通过向② (高)或③ (低)转动旋钮，可以调节

雨量传感器的灵敏度。

. 高 — 高灵敏度工作

. 低 — 低灵敏度工作

要关闭雨量感知自动雨刮器系统，将操纵杆推

至 “ O F F ” 位 置 ， 或 者 向 下 拉 操 纵 杆

至“ ”(LO) 或“ ”(HI) 位置。

注意:

. 雨刮器开关在“AUTO”位置且点火开关

在“ON”位置时，切勿触摸雨量传感器及

其周围。雨刮器可能意外工作，而造成伤

害和雨刮器损坏。

. 雨量感知自动雨刮器供下雨时使用。如果

开关仍在“AUTO”位置，传感器上或周围

沾有灰尘、指纹、油膜或昆虫时，雨刮器

可能会突然工作。当废气或湿气影响雨量

传感器时，雨刮器也可能工作。

. 当挡风玻璃涂有防水剂时，即使雨量很

小，雨量感知自动雨刮器的速度也会很

快。

. 使用洗车装置时一定要关闭雨量感知自动

雨刮器系统。

. 即使下雨，如果雨滴没有落在雨量传感器

上，则雨量感知自动雨刮器也可能不工

作。

. 建议使用正品的雨刮片以确保雨量感知自

动雨刮器系统正常工作。(有关雨刮片的更

换，请参见“雨刮片” (8-14 页)。)

后车窗雨刮器和清洗器操作

SIC3885

仪表与控制键 2-23

Condition: China/

www.inhauto.com度www.inhauto.com度。www.inhau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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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仪表与控制键

注意:

如果后车窗雨刮器被雪等中断，则雨刮器可能

停止移动，以保护电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将雨刮器开关转至 OFF 位置，并清除雨刮臂上

及其周围的雪等。在大约 1 分钟后，再次打开

开关以操作雨刮器。

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后车窗雨刮器和清

洗器工作。

雨刮器操作

顺时针将开关从“OFF”位置转动，操作雨刮

器。

① “ ” (间歇) — 间歇工作 (不可调)

② “ ” (低速) — 连续低速工作

清洗器操作

朝前推开关 ③ ，操作清洗器。随后雨刮器将

工作几次。

SIC3239

当点火开关位于“ON”位置时，可以操作后车

窗以及车外后视镜除雾器开关。

除雾器用于减少后车窗表面和车外后视镜表面

上的湿气、雾气和霜，以改善后方视野和侧向

视野。

按下除雾器开关 ① 时，指示灯 ② 点亮，除雾

器会工作大约 15 分钟。在超过预定时间后，
除雾器将自动关闭。要手动关闭除雾器，再次

按下除雾器开关，指示灯将熄灭。

注意:

. 要持续使用除雾器时，务必起动发动机。

否则会使蓄电池电量耗尽。

. 在清洁车窗内侧时，请小心不要刮掉或损

坏车窗表面的电导线。

SIC4194

除非蓄电池电量耗尽，否则无论点火开关在何

位置，喇叭开关都可工作。

按住喇叭开关时，喇叭将鸣响。松开喇叭开关

可停止喇叭的鸣响。

除雾器开关 喇叭

Condition: China/

www.inhauto.com视www.inhauto.com视野www.inhauto.com野。www.inhau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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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窗

警告:

. 操作电动车窗前，请确保所有乘客的手等

都在车内。

. 切勿让儿童或需要他人看护的成人单独留

在车内。他们可能会无意中触动开关和控

制装置，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驾驶员车窗开关

当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电动车窗工作。

JVC0314X

1. 驾驶员侧车窗

2. 前排乘客侧车窗

3. 左后排乘客侧车窗

4. 右后排乘客侧车窗

5. 车窗锁止按钮

驾驶员车窗开关、主开关可以控制所有车窗。

要打开车窗，请按下电动车窗开关。

要关闭车窗，请拉起电动车窗开关。

锁止乘客车窗:

按下锁止按钮 Ⓐ 时，不能操作乘客车窗。

要取消乘客车窗锁止，再次按下锁止按钮 Ⓐ。

乘客车窗开关

SIC3918

乘客开关可以控制对应的车窗。

如果按下驾驶员侧开关上的乘客车窗锁止按

钮，乘客开关将不能操作。

自动功能

SIC3285

对于表面上有 标记的开关，可以使用自动

功能。

使用自动功能时，无需持续按下或拉起开关，
就可完全打开或关闭车窗。

要完全打开车窗，按下电动车窗开关到第二个

位置，然后松开开关。要完全关闭车窗，拉起

电动车窗开关至第二个位置，然后松开开关。

在操作车窗过程中，不需要持续按住开关。

要停止车窗在自动功能下的打开/关闭操作，
请向相反方向按下或拉起开关。

车窗定时器:

车 窗 定 时 器 使 得 即 使 在 点 火 开 关 转

至“OFF”位置，也可以让车窗开关继续工作

约 45 秒钟。当驾驶员或前排乘客侧车门打开

或预设时间已过时，车窗定时器将失效。

自动防夹功能:

警告:

自动防夹功能无法检测在车窗就要关闭的一小

段距离内的情况。关闭电动车窗前，请确认所

有乘客的手等都在车内。

在自动功能关闭车窗的过程中，如果车窗遇到

障碍物，自动防夹功能将使车窗自动下降。控

制单元检测到障碍物时，车窗将立即下降。

根据环境或驾驶状态，如果出现冲击或与车窗

障碍物类似的载荷，自动防夹功能也会起作

用。

仪表与控制键 2-25

车窗

Condition: China/

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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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智能钥匙操作车窗

按下智能钥匙上的“UNLOCK”按钮可打开车

窗。当车窗定时器启动或需要初始化车窗时，
该功能不起作用。有关智能钥匙按钮使用的更

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使用遥控车门开关系

统” (3-10 页)。

打开:

要打开车窗，在车门解锁后，按下智能钥匙上

的“UNLOCK” 按钮大约 3 秒钟。

要停止打开，松开“UNLOCK” 按钮。

当按下“UNLOCK” 按钮时，如果车窗打开

操作中止，再次松开和按下按钮直至车窗完全

打开。

如果车窗不自动关闭

如果电动车窗自动功能 (仅关闭) 工作不正

常，执行下列步骤初始化电动车窗系统。

1. 将点火开关按到“ON”位置。

2. 关闭车门。

3. 操作电动车窗开关，完全打开车窗。

4. 持续拉起电动车窗开关以关闭车窗，然后

在车窗完全关闭后按住开关 3 秒钟以上。

5. 松开电动车窗开关。用自动功能操作车

窗，确认完成初始化。

6. 在其他的车窗上执行步骤 2 到 5。

如果执行了以上步骤后车窗的自动功能还不能

正常工作，请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

查车辆。

警告:

. 发生事故时，您可能会从打开的车辆天窗

中被抛出。成人应该始终使用安全带，儿

童也应该始终使用安全带或儿童保护装

置。

. 车辆行驶时或天窗正在关闭时，切勿站立

或将身体的任何部位伸出天窗外。

注意:

. 打开天窗前，请先除去天窗上的水滴、

雪、冰或沙土。

. 请勿将任何重物放在天窗上或其周围。

自动天窗

SIC3243

当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天窗工作。

遮阳板

要打开或关闭遮阳板，请用手滑动遮阳板。

天窗打开时遮阳板会自动打开。需要手动滑动

才能关闭遮阳板。

天窗

倾斜:

要向上倾斜，首先关闭天窗，然后按下天窗开

关的 UP ① 侧，然后松开，不需要按住。

要向下倾斜天窗，按下 DOWN ② 侧。

滑动:

要完全打开或关闭天窗，按下天窗开关的

OPEN ② 或 CLOSE ① 侧，然后松开，不

需要按住。天窗将自动完全打开或关闭。要中

途停止，在打开或关闭过程中再次按下开关。

自动防夹功能

警告:

自动防夹功能无法检测在车窗就要关闭的一小

段距离内的情况。关闭天窗前，请确认所有乘

客的手等都在车内。

在自动功能关闭天窗的过程中，如果天窗遇到

障碍物，自动防夹功能将使天窗自动倒退。当

控制装置检测到障碍物时，天窗会立即打开。

自动防夹功能因故障而启动时，如果天窗无法

自 动 关 闭 ， 按 下 并 按 住 天 窗 开 关 的

CLOSE ① 侧。

根据环境或驾驶状态，如果出现冲击或与天窗

障碍物类似的载荷，自动防夹功能也会起作

用。

天窗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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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窗定时器:

天 窗 定 时 器 使 得 即 使 在 点 火 开 关 转

至“OFF”位置，也可以让天窗开关继续工作

约 45 秒钟。当前车门打开或预设时间已过

时，天窗定时器将失效。

如果天窗不工作

如果天窗工作不正常，执行下列步骤初始化天

窗操作系统。

1. 如果天窗打开，重复按下天窗开关的

CLOSE ① 侧完全关闭天窗。

2. 按住天窗开关的 CLOSE ① 侧倾斜打开

天窗。

3. 在天窗略微向上或向下移动后，松开天窗

开关。

4. 按下并按住天窗开关的 OPEN ② 侧，完

全向下倾斜天窗。

5. 检查天窗开关工作是否正常。

如果执行上述步骤后，天窗还不能正常工作，
请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车辆。

SIC3325

如果蓄电池电缆断开，则指示的时间可能会不

准。

调整时间

按下调节开关 ① 向前调节时间。

按下调节开关 ② 向后调节时间。

按住各调节开关，可以连续向前或向后调节时

间。

SIC3861

中控台内

SIC4748

中控台后

SIC3836

行李箱

仪表与控制键 2-27

时钟 电源插座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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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插座用于给电气附件供电，例如手机。

注意:

. 插座和插头在使用或用完时可能会发热。

. 电源插座不能用于点烟器装置。

. 请勿使用总功率超过 12伏，120瓦 (10安)
的附件。请勿使用两个适配器或一个以上

的电气附件。

. 使用此电源插座时要使发动机运转，以免

车辆蓄电池电量耗尽。

. 空调、前大灯或后车窗除雾器打开时应避

免使用。

. 尽量向下按插头。如果接触不良，插头可

能过热或者内部温度保险丝会熔断。

. 插入或拔出插头时，务必使电气附件处于

关闭状态。

. 不使用时，务必把盖子盖好。请勿让插座

接触到水。

前

SIC3862

烟灰缸

要打开烟灰缸，推动盖子。

要取出烟灰缸，抓住烟灰缸内壳体并拉出。

点烟器

警告:

为能全神贯注地驾驶车辆，开车时请勿使用点

烟器。

注意:

. 点烟器插座仅作为点烟器元件的电源使

用。不建议作为任何其他附件的电源使用

点烟器插座。

. 附件点烟器不要使用任何其他电源插座。

当点火开关在“ACC” 或 “ON”位置时，可使

用点烟器。要加热点烟器，请按下直至锁止。

点烟器加热完成后将自动弹出。

使用后请将点烟器放回原位。

后

SIC2570

要打开烟灰缸，请拉 ①。

要取出烟灰缸，请按下 ②，并拉出。

烟灰缸和点烟器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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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行车中为了全神贯注地驾驶车辆，不要使

用储物装置。

. 行驶时请保持储物装置盖关闭，以防在发

生事故或紧急制动时造成伤害。

手套箱

SIC3838

要打开手套箱，拉动把手 ①。

要关上手套箱，推动盖子直至锁止。

要锁止 ②/解锁 ③ 手套箱，请使用机械钥匙。

要从智能钥匙上取下机械钥匙，请参见“钥

匙” (3-2 页)。

控制台盒

前

SIC3839

前

当拉起控制杆 Ⓐ (前排乘客座椅侧) 时，上方

储物箱可用于存放小件物品。当拉起控制杆 Ⓑ

(驾驶员座椅侧) 时，底部储物箱可用于存放大

件物品。

后

SIC3840

要打开盖子，请按下按钮 Ⓐ 并拉起此盖。

要关闭，请按下盒盖直至锁止。

太阳镜架

SIC3246

注意:

. 请勿用于太阳镜之外的任何物品。

. 将车停在阳光直射的地方时，请勿将太阳

镜留在太阳镜架中。过热会损坏太阳镜。

要打开太阳镜架，请按下 ①。要关闭，请向上

推太阳镜架直至锁止。

仪表与控制键 2-29

储物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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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夹

SIC3663

向下拉遮阳板 ① 并将卡片塞入卡片夹 Ⓐ。

杯架

注意:

. 使用杯架时，应特别注意避免突然起动和

制动。否则会导致液体溅出，如果液体很

热，可能烫伤您或乘客。

. 使用后部扶手上的杯架时，不要靠在后面

的座椅靠背上。否则会导致液体溅出，如

果液体很热，可能烫伤乘客。

SIC3118

前

要打开杯架，按下盖子 ①。

插入较大容器时，翻盖将向下折叠。

要关闭，放下杯架盖然后将其轻轻按下。

要清洁前杯架，拉起内盘 ②，将其取出。

杯架不用于存放个人物品。

SIC3837

后

后排乘客座椅的杯架位于后排中间扶手。

衣帽钩

SIC3248

注意:

请勿在衣帽钩上悬挂重量超过 1 kg (2 lb) 的物

品。

衣帽钩装在后辅助把手处。

行李钩

SIC3849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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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务必确保已正确固定货物。使用合适的绳

索或钩子。

. 否则在发生事故或紧急制动时，未固定好

的货物会造成危险。

注意:

请勿在一个钩上悬挂重量超过 10 kg (22 lb) 的

物品。

货物盖

SIC3841

货物盖将货物隐藏在货物区内，从车外无法看

见货物。

使用货物盖时，打开图示的翻板。

SIC3842

要拆下货物盖，

1. 将后排座椅靠背返回至直立位置。

2. 折叠翻板 ①。

3. 抬起货物盖 ② 后侧，从吊架杆处拉开货物

盖 Ⓐ 的后侧。

4. 然后，向上倾斜货物盖并将其稍微朝车辆

后方 ③ 拉动，从吊架杆处拉开货物盖 Ⓑ

的前侧。

5. 向车辆前方 ④ 倾斜吊架杆上方的货物盖并

降下货物盖。

6. 拉动货物盖的任意一侧并拆下货物盖 ⑤。

当安装货物盖时，务必将后排座椅靠背返回至

直立位置并确保货物盖锁定牢固。

SIC3865

可从后车门拆下后货物盖 ①。

要拆下后货物盖，打开后车门，然后用适当的

工具拆下卡子 ②。

警告:

. 切勿在货物盖上放置任何物品，无论大

小。在货物盖上放置物品会在事故中或紧

急制动时造成伤害。

仪表与控制键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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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物盖与支架分离时，切勿将其留在车

中。

. 使用绳子或系带固定好货物，以防其滑下

或移动。放置货物的高度不能高于靠背。

在紧急制动或发生碰撞时,未固定的货物可

能会造成人身伤害。

. 当顶系带连接在顶系固定点时，如果货物

盖与顶系带接触，从车上卸下货物盖并将

其固定在连接位置下方的货箱地板上。如

果未拆下货物盖，可能会在碰撞中损坏顶

系带。如果儿童保护装置顶系带损坏，您

的小孩可能会受到严重伤害或死亡。

. 当顶系带连接在顶系固定点时，切勿使货

物与顶系带相接触。正确固定好货物，以

防与顶系带相接触。未正确固定好货物或

货物与顶系带接触可能会在碰撞中损坏顶

系带。如果儿童保护装置顶系带损坏，您

的小孩可能会受到严重伤害或死亡。

. 行驶时，如果翻板后半部分向上折叠，切

勿将货物盖留在车中。否则您可能无法从

后车窗观察车外的情况，从而导致事故发

生。

. 如果后排座椅向下折叠，切勿使用货物

盖。

货物网

SIC2151

货物网有助于防止货物区的行李在车辆行驶中

移动。

要安装货物网，将挂钩固定在两侧保持架上。

警告:

. 正确固定所有货物，避免货物出现滑动或

移动现象。放置货物的高度不能高于靠

背。在紧急制动或发生碰撞时,未固定的货

物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

. 确保将四个挂钩固定在保持架上。固定在

货物网上的货物不能超过 13.6 kg (30
lb)，否则货物网可能无法固定。

车顶架

SIC3845

务必将行李均匀分配在车顶架上。车顶架上的

载荷不要超过 45 kg (99 lb)。在车顶架上装载

行李时，要遵守横梁或车顶架上显示的最大载

荷极限。有关横梁或其他装备信息，请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

警告:

. 当车辆上的行李接近或等于行李装载极限

时，特别是车顶架上装载大部分行李时，
应小心驾驶。

. 在突然或异常操纵时，车顶架上的重载会

对车辆稳定性和操纵性能产生影响。

. 车顶架负载应均匀分布。

. 请勿超过车顶架最大负载限制。

. 使用绳子或系带固定好货物，以防其滑下

或移动。在紧急制动或发生碰撞时,未固定

的货物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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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车顶架上放置或拆卸行李时，要小心操作。

如果不能轻松地将物品从地面举到车顶架上，
请使用梯子或凳子。

SIC3739

1. 翻下主遮阳板 ①，可以遮住前面的光线。

2. 要阻挡来自侧面的刺眼光线，从中间支架

上拆下主遮阳板，并将其翻到侧面 ②。

3. 可根据需要滑入或滑出遮阳板 ③。

仪表与控制键 2-33

遮阳板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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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3642

要启动或关闭迎宾灯功能，执行下列步骤。

1. 将点火开关按到“ON”位置。

2. 打开驾驶员侧车门。

3. 在将点火开关按到“ON”位置后 20 秒钟

内，驾驶员侧车门打开，并按下驾驶员侧

车门把手上的车门打开请求开关 5 秒钟以

上。

4. 设置完成时会发出蜂鸣声。

一旦迎宾灯功能启动，当您携带智能钥匙 [距
离车门把手内置的天线约 1 m (3.3 ft) 范围

内] 接近车辆，而且满足下列条件时，地面照

明灯 Ⓐ 和车厢照明将点亮。

. 所有车门都关闭并锁止。

. 点火开关处于“LOCK” 或 “OFF”位置。

. 智能钥匙在车外。

. 地面照明灯在设定时间内工作。

蓄电池节电系统

以下情况下，迎宾灯功能将自动禁用以防止蓄

电池电量耗尽。要再次启动迎宾灯功能，解锁

任一车门。

. 如果迎宾灯功能在设置时长内不工作。注

意，该时长的出厂默认设置为 14 天。要再

次启动迎宾灯功能，起动发动机。

. 当您携带智能钥匙靠近和离开车辆，且车

门未解锁的情况下，如果迎宾灯功能连续

启动 15 次。要再次启动迎宾灯功能，解锁

任一车门。

注意:

. 下车时关灯。

. 在发动机关闭的情况下，请勿长时间使用

车灯。这会导致蓄电池电量耗尽。

地图灯

SIC3249

如图所示按下按钮，以打开或关闭此灯。

后阅读灯

SIC3250

如图所示按下按钮，以打开或关闭此灯。

迎宾灯 车内灯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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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内灯控制开关

SIC3251

车内灯控制开关有三个位置: ON、DOOR 和

OFF。

ON (打开) 位置

当开关处于“ON”位置 ① 时，地图灯和后阅

读灯将点亮。

DOOR (车门) 位置

当开关处于 DOOR 位置 ②，车内灯计时器将使

车内灯在下列条件下保持点亮约 15 秒钟。

. 当点火开关按至“LOCK”位置时。

. 点火开关处于“LOCK”位置，按下智能钥

匙上的“UNLOCK”按钮或车门把手请求开

关解锁车门时。

. 在点火开关处于“LOCK”位置，打开然后

关闭任一车门时。

在点火开关处于“ACC” 或 “ON”位置，打开

任一车门时。在车门打开时，车灯持续点亮。

在车门关闭时，车灯将熄灭。

OFF (关闭) 位置

当开关处于“OFF”位置 ③ 时，无论处于何种

情况，车灯都不点亮。

化妆镜灯

SIC3869

要使用化妆镜，翻下遮阳板并把化妆镜盖打

开。

当打开化妆镜盖时，化妆镜灯点亮。当关闭化

妆镜盖时，灯将熄灭。

货物灯

SIC2925

开关位于 DOOR 位置 Ⓐ，后背门打开时，货物

灯点亮。在后背门关闭时，货物灯将熄灭。

当开关在 OFF 位置 Ⓑ 时，货物灯将熄灭。

蓄电池节电系统

车 内 灯 点 亮 时 ， 它 会 在 点 火 开 关 按

至“OFF”位置后的一段时间内自动熄灭。要

再次打开车内灯，将点火开关按到“ON”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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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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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驾驶前的检查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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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钥匙........................................................ 3-2

车门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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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车内锁旋钮锁止............................................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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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驾驶前的检查和调节

钥匙号码牌随钥匙一起提供。记录钥匙号码牌

上的钥匙号码，并保存在安全地方 (例如您的

钱包)，请勿保存在车内。如果丢失钥匙，请

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用钥匙号码配

制一副钥匙。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不记

录钥匙号码，所以妥善保存您的钥匙号码牌非

常重要。

仅当所有钥匙丢失而无法配制时才需要钥匙号

码。如果您还有钥匙，则可以到 INFINITI 英

菲尼迪经销店配制。

SPA2431

1. 智能钥匙 (2)

2. 机械钥匙 (在智能钥匙内) (2)

3. 钥匙号码牌 (1)

警告:

. 智能钥匙发出无线电波，可能对医疗电子

设备产生不利影响。

. 如您使用起搏器，应与医疗设备制造商联

系，咨询智能钥匙信号是否会影响起搏

器。

智能钥匙

只有已经在您车辆的智能钥匙系统部件及

INFINITI 英菲尼迪车辆防盗锁止系统部件中注

册的智能钥匙才能起动您的车辆。一辆车最多

可以注册 4 把智能钥匙。新钥匙在与您车辆的

智能钥匙系统及 INFINITI 英菲尼迪车辆防盗

锁止系统一起使用前，必须由 INFINITI 英菲

尼迪经销店注册。注册新钥匙时，由于注册过

程要求清除智能钥匙系统部件内的所有存储内

容，故务必将所有智能钥匙都交给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

可以取消智能钥匙功能。请与 INFINITI 英菲

尼迪经销店联系。

注意:

. 务必随身携带智能钥匙。离开车辆时，请

勿将智能钥匙留在车内。

. 驾驶过程中务必随身携带智能钥匙。智能

钥匙是带有内置发射器的精密装置。为避

免损坏，请注意下列事项。

— 智能钥匙是防水的，但是潮湿可能会

损坏智能钥匙。如果智能钥匙弄湿，
请立即彻底擦干。

— 请勿弯折、掉落或用其撞击其他物

体。

— 如果车外空气温度低于 −108C (148F)，
智能钥匙的电池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 请勿将智能钥匙长时间放在温度超过

608C (1408F) 的地方。

— 请勿更改或改装智能钥匙。

— 请勿使用磁性钥匙架。

— 请勿将智能钥匙放在电视、音响设

备、电脑或手机等产生磁场的设备附

近。

— 请勿将智能钥匙与水或盐水接触，不

可用洗衣机清洗。否则会影响系统功

能。

. 如果智能钥匙丢失或被盗，INFINITI 英菲

尼迪汽车公司建议删除该智能钥匙的 lD 代

码。这可以防止他人使用该智能钥匙解锁

车辆。有关删除步骤的信息，请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

机械钥匙

SPA2033

要取出机械钥匙，松开智能钥匙背面的锁止

钮。

要安装机械钥匙，将其牢固插入智能钥匙，直

至锁止钮回到锁止位置。

使用机械钥匙锁止或解锁车门和手套箱。请参

见“车门锁” (3-3 页) 和 “储物装置” (2-29

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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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代客停车

当您将钥匙交给服务员时，只需交出智能钥

匙，随身保留机械钥匙即可保证您车辆的安

全。

在委托服务员停车时，为了防止手套箱被打

开，请执行以下程序。

1. 从智能钥匙上取下机械钥匙。

2. 用机械钥匙锁止手套箱。请参见“储物装

置” (2-29 页)。

3. 把智能钥匙交给服务员后，随身携带机械

钥匙，取车时将机械钥匙插进智能钥匙即

可。

警告:

. 在打开车门前，一定要注意是否有车辆驶

近以免发生事故。

. 切勿让儿童或需要他人看护的成人单独留

在车内。他们可能会无意地触动开关或控

制键，从而导致严重的事故。

使用钥匙锁止

SPA2457

要锁止车门，将钥匙插入位于驾驶员侧车门的

车门锁芯，并向车辆前方 ① 转动钥匙。

要解锁车门，向车辆后方 ② 转动钥匙。驾驶

员侧车门将解锁。

要锁止或解锁其他车门和加油口外盖，使用电

动车门锁开关、智能钥匙上的“LOCK” 按

钮或“UNLOCK” 按钮或任何请求开关。

用车内锁旋钮锁止

SPA1814

注意:

使用车内锁旋钮锁止车门时，切勿将智能钥匙

留在车内。

如果要在车内锁止车门，将车内锁旋钮按至锁

止位置 ①。

如果在车外，按下车内锁旋钮至锁止位置 ①，
然后关闭车门。

要解锁车门，请将车内锁旋钮拉至解锁位置

②。

驾驶前的检查和调节 3-3

车门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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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驾驶前的检查和调节

使用电动车门锁开关锁止

SPA2300

操作电动车门锁开关将锁止或解锁所有车门。

要从车内锁止车门，将电动车门锁开关 (位于

驾驶员侧和前排乘客侧车门) 按至锁止位置

①。

要从车外锁止车门，将电动车门锁开关按至锁

止位置 ① 然后关闭车门。

要解锁车门，将电动车门锁开关按至解锁位置

②。

注意:

使用电动车门锁开关锁止车门时，切勿将智能

钥匙留在车内。

车速感知门锁机构

当车速达到 10 km/h (6 MPH) 时，所有车门都将

自动上锁。一旦解锁，车辆行使过程中，车速

感知门锁机构将不会再次锁止车门，除非执行

了以下任一操作。

. 打开任一车门。

. 将点火开关按至“LOCK”位置。

启用或停用车速感知门锁机构

要启用或停用门锁机构，执行下列步骤。

1. 将点火开关按到“ON”位置。

2. 在 2 0 秒内，将电动车门锁开关按

至“LOCK”并按住 5 秒。

3. 如果切换操作成功，危险指示灯将会按如

下所述闪烁:

. 两次 — 启用

. 一次 — 停用

自动车门锁释放机构

当点火开关从“ON”按至“OFF”位置时，所

有车门将自动解锁。该功能的出厂默认设置为

停用。

启用或停用自动车门锁释放机构

要启用或停用自动车门锁释放机构，执行下列

步骤。

1. 将点火开关按到“ON”位置。

2. 在 2 0 秒内，将电动车门锁开关按

至“UNLOCK”并按住 5 秒。

3. 如果切换操作成功，危险指示灯将会按如

下所述闪烁:

. 两次 — 启用

. 一次 — 停用

碰撞感知门锁释放机构

当点火开关在“ON”位置，如果碰撞传感器感

应到碰撞，则所有车门将会自动解锁。

儿童安全后车门锁

SPA2528

儿童安全后车门锁可以防止后门被意外打开，
特别是在车内有儿童时。

当拨杆处于锁止位置 ①，儿童安全后车门锁启

用，此时只能用车门外把手打开后门。

要解锁，将该杆移动到解锁位置 ②。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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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无线电波会对电子医疗设备产生不利影

响。那些使用起搏器的人在使用前应该联

系电子医疗设备制造商，询问是否会受到

影响。

. 当按下按钮时智能钥匙发送无线电波。无

线电波可能影响导航和通信系统。在飞机

上不要操作智能钥匙。确保在飞机上时智

能钥匙的按钮不会被意外地操作。

通过遥控器功能或按下车辆上的请求开关，智

能钥匙系统可以操作所有车门和后背门，而不

用从口袋或钱包里面取出钥匙。智能钥匙系统

的工作状况受操作环境和/或条件的影响。

使用智能钥匙系统前，务必阅读下列内容。

注意:

. 驾驶车辆时务必随身携带智能钥匙。

. 下车时，切勿将智能钥匙留在车内。

智能钥匙始终通过无线电波与车辆进行通信。

智能钥匙系统发出微弱的无线电波。以下的环

境或操作条件可能影响智能钥匙系统的正常使

用。

. 操作地点附近有强电磁波发生装置，例如

电视塔、电站和广播站。

. 当使用无线设备时，例如手机、收发器和

CB 收音机。

. 当智能钥匙与金属材料接触或者被金属材

料覆盖时。

. 当附近使用任何类型的无线电波遥控器

时。

. 当把智能钥匙放在电脑之类的电气设备附

近时。

. 当靠近停车计时器停车时。

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在使用智能钥匙功能前，
应排除操作环境中的不利因素，或使用机械钥

匙。

尽管电池的寿命取决于操作条件，但电池的寿

命约为 2 年。如果电池耗尽，请更换新电池。

因为智能钥匙连续接收无线电波，如果钥匙靠

近发送强无线电波的设备，例如来自电视和电

脑的信号，电池寿命将缩短。

有关更换电池的信息，请参见“智能钥匙电

池” (8-18 页)。

当智能钥匙电池电量耗尽时，将智能钥匙插入

智能钥匙孔中以起动发动机。请参见“按钮式

点火开关” (5-7 页)。尽快使用新电池予以更

换。

当车辆蓄电池完全没电时，由于方向盘由电动

锁止，所以点火开关在“LOCK”位置时不能解

锁方向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将智能钥匙插

入智能钥匙孔，也无法解锁方向盘。特别注意

不要让车辆蓄电池完全耗尽。

一辆车最多可以注册 4 把智能钥匙。如果您需

要购买和使用更多智能钥匙，请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

注意:

. 智能钥匙中包含电气部件，请勿使其接触

水或盐水。否则会影响系统功能。

. 请勿让智能钥匙掉落。

. 请勿用智能钥匙用力敲击其他物体。

. 请勿更改或改装智能钥匙。

. 潮湿可能损坏智能钥匙。如果智能钥匙弄

湿，请立即彻底擦干。

. 如果车外空气温度低于 −108C (148F)，智

能钥匙的电池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 请勿将智能钥匙长时间放在温度超过 608C
(1408F) 的地方。

. 请勿将智能钥匙挂在包含磁性钥匙架上。

. 请勿将智能钥匙放在电视、音响设备、电

脑和手机等产生磁场的设备附近。

如果智能钥匙丢失或被盗，INFINITI 英菲尼迪

汽车公司建议从车辆上删除该智能钥匙的 ID
代码。这样可以防止他人使用该智能钥匙打开

车辆。有关删除程序的信息，请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

智能钥匙功能 (用请求开关打开或关闭车门)
可以停用。有关停用智能钥匙功能的信息，请

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

驾驶前的检查和调节 3-5

智能钥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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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驾驶前的检查和调节

智能钥匙操作范围

SPA2074

只有当智能钥匙与请求开关 ① 之间的距离在

规定操作范围内时，才可以使用智能钥匙功

能。

当智能钥匙电池电量耗尽或操作地点附近有强

电磁波时，智能钥匙系统的操作范围变窄，而

且智能钥匙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操作范围是距离各请求开关 ① 80 cm (31.50
in) 的范围内。

如果智能钥匙太靠近车门玻璃、车门把手或后

保险杠，请求开关可能不起作用。

当智能钥匙在操作范围内时，任何人 (甚至没

有智能钥匙的人) 都可按下请求开关锁止/解锁

车门，包括后背门。

使用智能钥匙系统

SPA2408

在下列情况下，无法使用请求开关:

. 当智能钥匙留在车内时

. 智能钥匙不在操作范围内时

. 当任一车门打开或没关好

. 智能钥匙电池的电量耗尽时

智能钥匙系统 (用车门把手请求开关打开/关闭

车门) 可设定为禁用状态。请参见“车辆信息

和设置” (4-5 页)。

SPA2407

. 如图所示，当智能钥匙握在手中时，请勿

按下车门把手请求开关。如果与车门把手

距离过近，会导致智能钥匙系统难以识别

智能钥匙在车外。

. 使用车门把手请求开关锁止车门后，操作

车门把手确认车门已安全锁定。

. 车门把手请求开关仅在智能钥匙系统检测

到智能钥匙时才起作用。

. 使用车门把手请求开关锁止车门时，请确

认在操作车门把手请求开关之前已携带好

智能钥匙，以防智能钥匙被留在车内。

. 为防止智能钥匙被留在车内，确认随身携

带钥匙，然后锁止车门。

. 按下车门把手请求开关前，请勿拉动车门

把手。车门将解锁，但是不会打开。松开

车门把手一次，并再次拉动，打开车门。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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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2500

SPA2545

当随身携带智能钥匙时，可在操作范围内通过

按车门把手请求开关 (驾驶员侧或前排乘客侧)
Ⓐ 或后背门请求开关 Ⓑ，锁止或解锁所有车

门。

当锁止或解锁包括后背门在内的车门时，危险

指示灯将闪烁，喇叭 (或车外蜂鸣器 — 如装

备) 将鸣响，以作为确认。详细信息，请参

见“危险指示灯和喇叭操作” (3-11 页)。

锁止车门和加油口外盖

1. 将点火开关按到“OFF”位置。

2. 随身携带智能钥匙。

3. 关闭所有车门。

4. 当携带智能钥匙时，按下车门把手请求开

关 Ⓐ (驾驶员侧或前排乘客侧) 或后背门

请求开关 Ⓑ。

5. 将锁定所有车门、后背门和加油口外盖。

6. 操作车门把手确认车门已安全锁定。

被锁车内保护:

为防止智能钥匙被意外锁在车内，智能钥匙系

统配有被锁车内保护功能。

. 下车后，如果智能钥匙留在车内，而您试

图用电动车门锁开关或驾驶员侧车内锁旋

钮锁止车门时，车门关闭后，所有车门会

自动解锁且蜂鸣器鸣响。

. 下车后，如果智能钥匙留在车内且驾驶员

侧车门打开，试图用电动车门锁开关锁止

车门时，电动车门锁开关或驾驶员侧车内

锁旋钮操作后，车内警告蜂鸣器鸣响。

注意:

在下列情况下被锁车内保护功能可能不起作

用:

. 智能钥匙放在仪表板顶部时。

. 当智能钥匙放在货物盖上时。

. 智能钥匙放在手套箱内时。

. 智能钥匙放在车门兜内时。

. 智能钥匙放在备用轮胎区域的上面或下面

时。

. 智能钥匙放在金属材料内或金属材料附近

时。

当智能钥匙在车外，但是距离车辆过近时，被

锁车内保护功能起作用。

解锁车门和加油口外盖

要将车门解锁模式切换至另外一种模式，请参

见“车辆信息和设置” (4-5 页)。

选择性车门解锁模式:

1. 随身携带智能钥匙。

2. 按下车门把手请求开关 (驾驶员侧或前排

乘客侧) Ⓐ 或后背门请求开关 Ⓑ。

3. 相应车门和后背门将解锁。(当按下驾驶员

侧车门把手请求开关时，加油口外盖将解

锁。)

4. 1 分钟或 5 秒钟内再次按下车门把手请求

开关。

5. 所有车门将解锁。

6. 操作车门把手打开车门。

所有车门解锁模式:

1. 随身携带智能钥匙。

2. 当携带智能钥匙时，按下车门把手请求开

关 (驾驶员侧或前排乘客侧) Ⓐ 或后背门

请求开关 Ⓑ 一次。

3. 所有车门、后背门和加油口外盖将解锁。

4. 操作车门把手打开车门。

按下后背门开启器开关，可以解锁和打开后背

门。请参见“后背门” (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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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在车门解锁时拉动车门把手，则该车门可

能不会解锁。将车门把手恢复原位将解锁车

门。在车门把手恢复原位后，如果车门没有解

锁，按下车门把手请求开关解锁车门。

自动重新锁定:

在锁止车门时按下请求开关后 1 分钟或 30 秒

钟内，如果不执行下列其中一项操作，所有车

门将自动锁止。

. 打开任一车门。

. 按下点火开关。

. 将智能钥匙插入智能钥匙孔中。

如 果 在 预 设 时 间 内 ， 按 下 智 能 钥 匙 上

的“UNLOCK” 按钮，则在下一个预设时间

后，所有车门将自动锁止。

打开电动后背门

1. 随身携带智能钥匙。

2. 按下电动后背门开启器开关 Ⓒ。

3. 后背门将解锁并自动打开。

4. 危险指示灯闪烁 4 次，且车外蜂鸣器鸣

响。

要关闭后背门，按下智能钥匙上的电动后背门

按钮，以及仪表板上或后背门下方的电动后背

门开关。请参见“后背门” (3-14 页)。

蓄电池节电系统

当满足下列所有条件持续一段时间时，蓄电池

节电系统将切断电源，以防蓄电池电量耗尽。

. 点火开关处于“ACC”位置，且

. 所有车门关闭，且

. 换档杆处于“P”(驻车档) 位置。

警告信号

智能钥匙系统装备了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智能

钥匙的不正确操作，并为有助于防止车辆被盗

而设计的功能。

当检测到不正确操作时，警告蜂鸣器鸣响，而

且警告显示出现在点阵式液晶显示屏上。

请参见下一页中的故障排除指南。有关点阵式

液晶显示屏上的警告和指示灯，请参见“点阵

式液晶显示屏” (2-14 页)。

注意:

在蜂鸣器鸣响，并且警告显示出现时，务必检

查车辆和智能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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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nhauto.com液www.inhauto.com液晶显www.inhauto.com晶显示www.inhauto.com示屏www.inhauto.com屏上www.inhauto.com上的www.inhauto.com的警www.inhauto.com警告和www.inhauto.com告和指www.inhauto.com指示www.inhauto.com示灯www.inhauto.com灯，www.inhauto.com，请www.inhauto.com请参www.inhauto.com参见www.inhauto.com见“www.inhauto.com“点www.inhauto.com点阵www.inhauto.com阵

式www.inhauto.com式液www.inhauto.com液晶显www.inhauto.com晶显示www.inhauto.com示屏www.inhauto.com屏”www.inhauto.com” (2-14www.inhauto.com(2-14 页www.inhauto.com页)www.inhauto.com)



Black plate (89,1)

[ Edit: 2013/ 11/ 7 Model: S51-A ]

故障排除指南

症状 可能的原因 应采取的措施

当按下点火开关关闭发动机时
显示屏上出现换档 P 警告，而且车内警
告蜂鸣器持续鸣响。

换档杆不在“P”(驻车档) 位置。 将换档杆移至“P” (驻车档) 位置。

将换档杆换到 P (驻车档) 位置时。 车内警告蜂鸣器持续鸣响。 点火开关处于“ACC” 或 “ON”位置。 将点火开关按到“OFF”位置。

当打开驾驶员侧车门下车时 车内警告蜂鸣器持续鸣响。
点火开关处于“ACC”位置。 将点火开关按到“OFF”位置。

智能钥匙在智能钥匙孔内。 从智能钥匙孔中取出智能钥匙。

在下车后关闭车门时

显示屏上出现未检测到钥匙警告，车外
蜂鸣器鸣响 3 次，车内警告蜂鸣器鸣响
几秒钟。

点火开关处于“ACC” 或 “ON”位置。 将点火开关按到“OFF”位置。

显示屏上出现换档 P 警告，车外蜂鸣器
持续鸣响。

点火开关在“ACC” 或 “OFF”位置，
且换档杆不在“P”(驻车档) 位置。

将换档杆移至“P” (驻车档) 位置，并
将点火开关按至“OFF”位置 。

当转动车内锁旋钮至“LOCK”位置关闭
车门时

车外蜂鸣器鸣响约几秒钟，而且所有车
门解锁。

智能钥匙留在车内或行李箱内。 随身携带智能钥匙。

当按下请求开关或智能钥匙上
的“LOCK” 按钮锁止车门时

车外蜂鸣器鸣响约几秒钟。
智能钥匙留在车内或行李箱内。 随身携带智能钥匙。

有个车门未关牢固。 关好该车门。

当按下点火开关起动发动机时

智能钥匙的电池电量耗尽指示灯出现在
显示屏上。

电池电量过低。
用新电池更换。请参见“智能钥匙电
池” (8-18 页)。

显示屏上出现未检测到钥匙警告，而且
车内警告蜂鸣器鸣响几秒钟。

智能钥匙不在车内。 随身携带智能钥匙。

仪表中的智能钥匙系统警告灯以黄色点
亮。

这表明电动转向锁系统或智能钥匙系统
有故障。

请与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联系。

驾驶前的检查和调节 3-9

Condition: China/

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鸣www.inhauto.com鸣响www.inhauto.com响约www.inhauto.com约几www.inhauto.com几秒www.inhauto.com秒钟www.inhauto.com钟。www.inhauto.com。
智www.inhauto.com智能www.inhauto.com能钥www.inhauto.com钥匙www.inhauto.com匙留www.inhauto.com留在www.inhauto.com在车www.inhauto.com车内www.inhauto.com内或www.inhauto.com或行www.inhauto.com行李www.inhauto.com李箱www.inhauto.com箱

有www.inhauto.com有个www.inhauto.com个车www.inhauto.com车门www.inhauto.com门未www.inhauto.com未关www.inhauto.com关牢www.inhauto.com牢固www.inhauto.com固。www.inhauto.com。



Black plate (90,1)

[ Edit: 2013/ 11/ 7 Model: S51-A ]

3-10 驾驶前的检查和调节

使用遥控车门开关系统

工作范围

SPA2561

可使用遥控车门开关系统锁止/解锁包括后背

门在内的所有车门和加油口外盖。操作距离取

决于车辆周围的情况。为了可靠操作锁止和解

锁按钮，请站在距离车门约 1 m (3.3 ft) 的地

方。

下列情况下遥控车门开关系统不起作用:

. 钥匙不在操作范围内时。

. 钥匙电池的电量耗尽时。

锁止车门和加油口外盖

当锁止或解锁包括后背门在内的车门时，危险

指示灯将闪烁，喇叭 (或车外蜂鸣器) 将鸣

响，以作为确认。详细信息，请参见“危险指

示灯和喇叭操作” (3-11 页)。

1. 将点火开关按到“OFF”位置。

2. 随身携带智能钥匙。

3. 关闭包括后背门在内的所有车门。

4. 按下智能钥匙上的“LOCK” 按钮 Ⓐ。

5. 将锁止包括后背门在内的所有车门和加油

口外盖。

6. 操作车门把手确认车门已经安全锁止。

下列情况下遥控车门开关系统不起作用:

. 智能钥匙不在操作范围内时。

. 智能钥匙电池的电量耗尽时。

注意:

. 使用智能钥匙锁止车门后，操作车门把手

确认车门已经安全锁止。

. 使用智能钥匙锁止车门时，确认未将钥匙

留在车内。

解锁车门和加油口外盖

要将车门解锁模式切换至另外一种模式，请参

见“车辆信息和设置” (4-5 页)。

选择性车门解锁模式:

1. 按下智能钥匙上的“UNLOCK” 按钮

Ⓑ。

2. 驾驶员侧车门和加油口外盖将解锁。

3. 在 1 分钟内再次按下“UNLOCK” 按钮

Ⓑ。

4. 包括后背门在内的所有车门和加油口外盖

将解锁。

5. 操作车门把手打开车门。

所有车门解锁模式:

1. 按下智能钥匙上的“UNLOCK” 按钮

Ⓑ。

2. 所有车门 (包括后背门) 和加油口外盖将解

锁。

3. 操作车门把手打开车门。

自动重新锁定:

在车门锁止的情况下，在按下智能钥匙上

的“UNLOCK” 按钮 Ⓑ 后 1 分钟或 30 秒钟

内，如果不执行以下其中一项操作，包括后背

门在内的所有车门和加油口外盖将自动锁止。

. 打开任一车门。

. 按下点火开关。

. 将智能钥匙插入智能钥匙孔中。

如 果 在 预 设 时 间 内 ， 按 下 智 能 钥 匙 上

的“UNLOCK” 按钮 Ⓑ，则在下一个预设时

间后，所有车门将自动锁止。

打开车窗

可用智能钥匙打开车窗。当车窗定时器启动或

需要初始化车窗时，该功能不起作用。

打开:

要打开车窗，在车门解锁后，按下智能钥匙上

的车门“UNLOCK” 按钮 Ⓑ 大约 3 秒钟。

要停止打开，松开“UNLOCK” 按钮 Ⓑ。

当按下“UNLOCK” 按钮 Ⓑ 时，如果车窗

打开操作中止，再次松开和按下按钮直至车窗

完全打开。

打开或关闭后背门

当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电动后背门

按钮 Ⓒ 无法操作。

打开:

1. 按下电动后背门 按钮 Ⓒ 1 秒以上。

2. 后背门将会自动打开。

后背门开启时，危险指示灯闪烁四次，且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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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鸣器鸣响约 3 秒钟。

关闭:

1. 按下电动后背门 按钮 Ⓒ 1 秒以上。

2. 后背门将会自动关闭。

如果在后背门正打开或关闭时按下了电动后背

门 按钮 Ⓒ，则后背门会反向操作。

当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电动后背门

按钮 Ⓒ 无法操作。

后背门关闭时，危险指示灯闪烁四次，且车外

蜂鸣器鸣响。

使用紧急报警

如果您在车辆附近且受到威胁，可以用下面的

方法激活报警以引起注意:

1. 按下智能钥匙上的“PANIC” 按钮 Ⓓ 1
秒钟以上。

2. 防盗报警将鸣响 25 秒。

3. 紧急报警在以下情况下停止:

. 已经运行了 25 秒钟，或

. 按下智能钥匙上的任一按钮。(注意: 应按

下“PANIC” 按钮和电动后背门

按钮 1 秒以上。)

危险指示灯和喇叭操作

当您用请求开关或遥控车门开关功能锁止或解

锁车门 (包括后背门) 时，危险指示灯将闪

烁，且喇叭 (或车外蜂鸣器) 将鸣响，以作确

认。

以下所述的是在锁止或解锁包括后背门在内的

车门时，危险指示灯和喇叭/蜂鸣器将如何启

动。

危险指示灯和喇叭模式

操作 车门锁止 车门解锁

智能钥匙系统

(使用车门把手或后背门请求开关)
危险指示灯 - 闪烁两次
车外蜂鸣器 - 鸣响两次

危险指示灯 - 闪烁一次
车外蜂鸣器 - 鸣响一次

遥控车门开关系统

(使用 或 按钮)
危险指示灯 - 闪烁两次
喇叭 - 鸣响一次

危险指示灯 - 闪烁一次
喇叭 - 无

危险指示灯模式

操作 车门锁止 车门解锁

智能钥匙系统

(使用车门把手或后背门请求开关)
危险指示灯 - 闪烁两次
车外蜂鸣器 - 无

危险指示灯 - 无
车外蜂鸣器 - 无

遥控车门开关系统

(使用 或 按钮)
危险指示灯 - 闪烁两次
喇叭 - 无

危险指示灯 - 无
喇叭 - 无

切换步骤

要切换危险指示灯和喇叭/蜂鸣器操作，同时

按下“LOCK” Ⓐ 和“UNLOCK” Ⓑ 按

钮 2 秒钟以上。

. 在设定危险指示灯模式时，危险指示灯闪

烁三次。

. 在设定危险指示灯和喇叭模式时，危险指

示灯闪烁一次，喇叭鸣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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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驾驶前的检查和调节

您的车辆配有下列两个安全系统:

. 防盗报警系统

. INFINITI 英菲尼迪车辆防盗锁止系统

安全状况通过安全指示灯显示。

防盗报警系统

如果车辆的某个部分受到干扰，防盗报警系统

将发出视觉和声音报警信号。

安全指示灯

SIC2045

安全指示灯位于仪表板内。

当点火开关处于“ A C C”、“ O F F” 或

“LOCK”位置时，指示灯工作。这是正常的。

如何启动系统:

1. 关闭所有车窗并将点火开关按至“OFF”位

置。

即使车窗打开，此系统也能启动。

2. 随身携带智能钥匙并下车。

3. 确认发动机罩已经关闭。用车门把手请求

开关、智能钥匙上的“LOCK” 按钮、

车内锁旋钮或电动车门锁开关关闭和锁止

所有车门。

4. 确认安全指示灯点亮。安全指示灯将持续

点亮约 30 秒钟。车辆安全系统现在已处于

预警戒状态。在约 30 秒钟后，车辆安全系

统自动切换至警戒阶段。安全指示灯约每

3 秒钟闪烁一次。

如果在这 30 秒预警戒时间内，用车门把手

请 求 开 关 、 智 能 钥 匙 上

的“UNLOCK” 按钮、电动车门锁开关

解锁车门，或将点火开关按到“ACC” 或

“ON”位置，则系统不会转入警戒状态。

即使驾驶员和/或乘客在车内，如果车门锁止

并且点火开关处于“LOCK”位置，该系统将启

动。将点火开关按到“ACC” 或 “ON”位置，
关闭系统。

防盗报警系统操作:

报警系统将提供下列报警方式:

. 危险指示灯闪烁且喇叭间歇鸣响约 30 秒。

. 在约 30 秒钟后，报警自动关闭。然而，如

果车辆再次受到干扰，报警会再次启动。

在以下情况下会启动报警:

. 不使用车门把手请求开关，智能钥匙上

的“UNLOCK” 按钮打开车门。

. 打开发动机罩。

如何停止报警:

. 仅当使用车门把手请求开关，智能钥匙上

的“UNLOCK” 按钮解锁车门时，才可

以停止报警。

. 当点火开关按至“ACC” 或 “ON”位置

时，报警将停止。

如果系统未如上述工作，请到 INFINITI 英菲

尼迪经销店对其进行检查。

INFINITI 英菲尼迪车辆防盗锁止系统

在不使用注册的智能钥匙的情况下，INFINITI
英菲尼迪车辆防盗锁止系统不允许起动发动

机。

安全指示灯

SIC2045

安全指示灯位于仪表板内。这指示 INFINITI
英菲尼迪车辆防盗锁止系统的状态。

当点火开关处于“ L O C K”、“ A C C” 或

“OFF”位置时，指示灯工作。安全指示灯显

示车辆上的安全系统工作正常。

如果 INFINITI 英菲尼迪车辆防盗锁止系统出

现故障，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该灯会持

续点亮。

如果该灯持续点亮和/或发动机无法起动，尽

快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维修

INFINITI 英菲尼迪车辆防盗锁止系统。当您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处检修时，务必带上

所有智能钥匙。

安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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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行驶前必须关闭并锁定发动机罩。否则，
会导致发动机罩掀开而引起事故。

. 如果发动机舱中冒出蒸汽或烟雾，切勿打

开发动机罩以免造成伤害。

打开发动机罩

JVP0262X

1. 拉起仪表板下面的发动机罩解锁把手 ① 直

至发动机罩弹起。

2. 确定发动机罩和格栅之间的拉杆 ② 位置，
并用指尖向侧边推动拉杆。

3. 抬起发动机罩。

关闭发动机罩

慢慢向下移动发动机罩，并锁住左右两侧的

锁。向下按发动机罩将发动机罩安全锁止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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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驾驶前的检查和调节

警告:

. 行驶时，务必确保后背门已经关好，以防

打开。

. 切勿在后背门打开的情况下行驶。否则会

将危险的排气吸入车内。有关排气，请参

见“起动与驾驶时的注意事项” (5-3
页)。

. 不要让小孩单独留在车内。他们可能会意

外启动开关或控制装置。无人照看的小孩

可能会卷入严重事故中。

. 关闭后背门时，手和脚都要避开车门框，
以免受伤。

SPA2529

. 可使用电动车门锁系统同时锁止或解锁包

括后背门在内的所有车门。

. 按下开启器开关 Ⓐ 以解锁并拉动开启器把

手打开后背门。

操作电动后背门

如 需 操 作 电 动 后 背 门 ， 换 档 杆 必 须 置

于“P”(驻车档) 位置。

若电池电压很低，将不能操作电动后背门。

电动后背门主开关

SPA2547

通过仪表板上的电动后背门主开关可以开启或

关闭电动后背门操作。

当电动后背门主开关在“OFF”位置时，只能

通过智能钥匙上的电动后背门按钮进行电动操

作。

电动开启

SPA2843

电动后背门开关 — 仪表板

SPA2877

后背门开启器开关

后背门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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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2463

电动后背门按钮 — 智能钥匙

SPA2440

电动后背门开关 — 后背门

当后背门完全关闭时，执行以下其中一项操

作，后背门将自动完全打开。

. 按下仪表板上的电动后背门开关 Ⓐ。

. 按下后背门开启器开关 Ⓑ。

. 按下智能钥匙上的电动后背门按钮 Ⓒ 约 1
秒钟以上。

后背门开启时，危险指示灯闪烁四次，且车外

蜂鸣器鸣响。

注:

即使后背门已锁止，也可通过电动后背门开关

Ⓐ、电动后背门开启器开关 Ⓑ 或电动后背门

按钮 Ⓒ 将其打开。后背门将会单独解

锁并打开。

电动关闭

当后背门完全打开时，执行以下其中一项操

作，后背门将自动完全关闭。

. 按下仪表板上的电动后背门开关 Ⓐ。

. 按下智能钥匙上的电动后背门按钮 Ⓒ 约 1
秒钟以上。

. 按下后背门下方的电动后背门开关 Ⓓ。

后背门关闭时，危险指示灯闪烁四次，且车外

蜂鸣器鸣响。

注:

后背门关闭时，仍然会保持解锁状态。手动锁

止后背门。

防夹功能

电动开启或关闭过程如果发生下列任一动作，
电动后背门将会立即倒退。

. 按下仪表板上的电动后背门开关 Ⓐ

. 按下智能钥匙上的电动后背门按钮

Ⓒ

. 按下后背门下方的电动后背门开关 Ⓓ

后背门开始后退时，车外蜂鸣器鸣响。

点火开关处于 ON 位置时，无法操作智能钥匙

上的电动后背门按钮 Ⓒ。

自动防夹功能

在其开启或关闭的过程中，如果后背门遇到障

碍物，自动防夹功能将使后背门自动倒退。控

制单元发现障碍物时，后背门将倒退并返回到

完全开启或完全关闭位置。

若发现第二个障碍物，后背门将停止运动，且

驱动马达也将松开。后背门将进入手动模式。

后背门每侧都安装了挤压传感器。若电动关闭

时挤压传感器检测到有障碍物，后背门将立即

倒退并返回到完全开启位置。

注:

若挤压传感器受损或被拆除，则电动关闭功能

将失灵。

警告:

自动防夹功能无法检测在后背门就要关闭的一

小段距离内的情况。关闭后背门前，要确保所

有乘客的手等远离后背门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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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驾驶前的检查和调节

中途停止功能

SPA2879

SPA2880

① 后背门开启器开关

② 电动后背门开关 — 后背门

③ 电动后背门开关 — 仪表板

④ 电动后背门主开关

电动后背门可设置在半开范围内停止。要启动

系统，执行以下步骤。

1. 将仪表板上的电动后背门主开关 ④ 按至

ON 位置。

2. 按下后背门开启器开关 ① 以打开后背门。

3. 再次按下后背门开启器开关。当后背门打

开或关闭时，后背门将停止在用户选定的

位置。

4. 当再次按下后背门开启器开关 ① 时，后背

门将完全打开。

5. 当按下后背门下部的后背门开关 ② 时，后

背门将完全关闭。

车库模式系统

可使用车库模式系统将后背门打开至车主选择

的位置。要设定车库模式系统，执行以下步

骤:

1. 将换档杆换到 P (驻车档) 位置。

2. 确保后背门完全关闭。

3. 将仪表板上的电动后背门主开关 ④ 按至

ON 位置。

4. 按下后背门开启器开关 ①。

5. 手动移动后背门或操作电动后背门从完全

关闭位置至您想要设定系统的用户选定打

开位置。

6. 按住后背门下部上的电动后背门开关 ② 3
秒钟以设定用户选定的打开位置。成功设

定时，蜂鸣器鸣响。

7. 完全关闭后背门。

后背门将会打开并停在用户选定位置处。

注意:

. 请勿倚靠在部分打开的后背门上。后背门

可能会意外关闭并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

. 如果车辆由另一个人驾驶，在空间较窄的

地方打开后背门之前，先确认车库模式功

能。如果上一位驾驶员更改或取消了该设

置，则可能会损坏后背门。

. 从完全关闭位置开始操作后背门时，如果

快速按下开关两次 (1 秒之内)，则系统可

能会不能识别出第二次按下开关的动作。

后背门将持续打开。此为正常操作，并非

故障。但是，启用开关时如果有人在车后

面，则这可能会导致轻微的人身伤害，此

外还可能会损坏后背门。

注:
. 为避免损坏后背门系统，当后背门移动

时，请勿手动用力打开或关闭后背门。从

完全关闭或完全打开位置手动操作后背门

时，请勿过度用力。用力过度可能会损坏

系统。

. 切勿在后背门上安装附件，如自行车架。

附件的额外重量可能会导致后背门操作缓

慢或无法完全打开。这是正常操作，并非

故障。当拆下附件时，后背门将正常操

作。

. 当车辆停在斜坡上时，如果后背门打开，
后背门可能无法打开至所需位置。这是正

常操作，并非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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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自动后背门连续操作约 180 秒钟，则

系统自动关闭以防过热。使用开关不能打

开后背门。约 180 秒钟后，系统重设且操

作恢复正常。这是正常操作，并非故障。

. 如果操作后背门且乘客进入/离开车辆，后

背门可能自动后退。这是正常操作，并非

故障。

. 如果蓄电池断开或电量耗尽，必须手动操

作后背门。

. 如果后背门因电压低 (低于约 11 伏) 不启

动时，运转发动机并操作后背门。

手动模式

若不能进行电动操作，可手动操作后背门。若

在一次电动操作中发现很多障碍物或电池电压

很低，则可能不能进行电动操作。当电动后背

门主开关在 OFF 位置时，后背门可通过按下后

背门开启器开关手动开启。若电动开启或关闭

时按下后背门开启器开关，电动操作将取消且

后背门可手动操作。

自动关闭

如果后背门被拉至一个部分开启位置，它将自

动拉至关闭位置。

当进行自动关闭操作时，请勿施力过度。施加

过度的力可能会导致机构故障。

注意:

. 后背门将从部分开启位置自动关闭。为避

免夹伤，手及手指要远离后背门开口。

. 不要让孩子操作后背门。

后背门释放杆

SPA2522

如果由于蓄电池电量耗尽，无法用车门锁开关

打开后背门，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用适当的工具拆下后背门的内盖板 Ⓐ。

2. 如图所示移动操纵杆 Ⓑ 打开后背门。

尽快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进行维

修。

警告:

. 燃油在某些条件下极易燃烧和爆炸。如果

使用或操作不当，您可能会被烧伤或受到

严重伤害。加油时一定要关闭发动机，请

勿在车辆旁吸烟或引燃明火或火花。

. 燃油可能有压力。应先把油箱盖旋转一

半，等“嘶嘶”声停止之后再全部打开，
以防燃油喷出伤人。然后取下油箱盖。

. 只能更换原装设备型油箱盖。因为本公司

原装油箱盖带有能正确操作燃油系统和排

放控制系统的内置安全阀。不合格的油箱

盖会造成严重故障和伤害。

打开加油口外盖

SPA2523

要打开加油口外盖，按以下操作解锁，然后按

下加油口外盖的左侧。

. 随身携带智能钥匙按车门把手请求开关。

. 按下智能钥匙上的“UNLOCK”按钮。

. 将电动车门锁开关按至“UNLOCK”位置。

要锁止加油口外盖，请关闭此盖直至其锁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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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驾驶前的检查和调节

油箱盖

SPA2524

油箱盖为棘轮型。逆时针方向转动油箱盖将其

取下。加油后，顺时针旋紧油箱盖直至听到棘

轮发出两次以上的声音。

加油时将油箱盖放在盖支架 Ⓐ 上。

注意:

如果燃油溅到车身上，请用水冲洗干净，以避

免损坏喷漆。

警告:

为了能全神贯注地驾驶车辆，开车时请勿调节

方向盘。

电动方向盘调整

倾斜或伸缩操作

SPA2456A

移动操纵杆 ① 上下、前后调整方向盘，直至

达到所需位置。

上车/下车功能

当点火开关在“LOCK”位置时，如果打开驾驶

员侧车门，自动驾驶座椅定位器系统会自动升

高方向盘。可方便驾驶员上下车。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自动驾驶座椅定位

器” (3-20 页)。

警告:

在驾驶前调节所有后视镜的位置。为了能全神

贯注地驾驶车辆，开车时请勿调节后视镜的位

置。

车内后视镜

SPA2447

抓住车内后视镜，将后视镜角度调整至所需位

置。

自动防眩型

JVP0066X

车内后视镜可以根据尾随车辆的前大灯亮度自

方向盘 后视镜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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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改变反射。

当您将点火开关按到“ON”位置时，防眩系统

自动打开。

当系统打开时，指示灯 Ⓐ 将点亮，同时来自

您后面车辆前大灯的强光照射会减弱。

按下 开关 Ⓑ 3 秒钟，使车内后视镜工作

正常，指示灯将熄灭。再次按下 开关 3 秒

钟，打开系统。

请勿在后视镜上悬挂任何物品或使用玻璃清洁

剂。否则会降低传感器 Ⓒ 的灵敏度，导致工

作不正常。

车外后视镜

警告:

. 请勿在其运动时触摸车外后视镜。否则会

使手指受伤或损坏后视镜。

. 切勿在车外后视镜折叠的情况下驾驶车

辆。这会减少后方视野而导致事故发生。

. 从车外后视镜中看到的物体成像比其实际

距离更为靠近些。

. 车外后视镜中的图像尺寸和距离并不是真

实的。

调节

SPA2214

当点火开关位于“ACC” 或 “ON”的位置时，
车外后视镜遥控起作用。

1. 移动开关，选择左 (L) ② 或右 (R) 后视镜

①。

2. 调整后视镜直至达到所需位置 ③。

除雾

操作后车窗除雾器开关时，将加热车外后视

镜。

折叠

SPA1732A

当点火开关位于“ACC” 或 “ON”的位置时，
车外后视镜遥控起作用。

当将车外后视镜折叠开关推至“CLOSE”位置

① 时，车外后视镜将自动折叠。要打开，将开

关推至“OPEN”位置 ②。

注意:

持续进行车外后视镜的折叠/打开操作，可能

导致开关停止操作。

倒档下倾功能

在倒车时，右侧或左侧车外后视镜将自动向下

转动，以提供更好的后方视野。

1. 将点火开关按到“ON”位置。

2. 将换档杆移到“R”(倒档) 位置。

3. 可操作车外后视镜控制开关选择右或左侧

车外后视镜。

4. 选定的车外后视镜镜面向下移动。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选定的车外后视镜镜

面将回到原位。

. 换档杆移到“R”(倒档)之外的其它档位。

. 将车外后视镜控制开关置于中间位置。

. 点火开关按至“OFF”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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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驾驶前的检查和调节

化妆镜

SIC3869

要使用前化妆镜，请拉下遮阳板并向上拉盖。

警告:

. 切勿在驾驶车辆时施加驻车制动。否则制

动器将过热并且无法工作，从而导致事

故。

. 切勿从车外释放驻车制动。否则如果车辆

移动，则可能无法踩下制动踏板并导致事

故。

. 切勿使用换档杆替代驻车制动。驻车时，
确认驻车制动器已完全起作用。

. 切勿让儿童或需要他人照看的成年人单独

留在车内。他们可能会因无意中释放驻车

制动，而导致严重事故发生。

SPA2331

要施加驻车制动，请将驻车制动踏板 ① 踩到

底。

要释放驻车制动，请踩住脚制动器 ②，然后将

驻车制动踏板 ① 踩到底并松开。

驾驶前，请确认制动警告灯已熄灭。

JVP0230X

SET/记忆开关

自动驾驶座椅定位器系统有三个功能:

. 上车/下车功能

. 座椅同步功能

. 记忆存储

上车/下车功能

该系统在自动变速箱换档杆处于“P” (驻车

档) 位置时，自动移动驾驶员座椅和转向柱。

这使驾驶员更容易上下车。

当点火开关在“LOCK”位置，驾驶员侧车门打

开时，驾驶员座椅向后滑动，方向盘上移。

当执行以下任一操作时，驾驶员座椅和方向盘

将返回至原来的位置。

. 驾驶员侧车门关闭后，当点火开关按

至“ACC”位置时。

. 当点火开关按至“ON”位置时。

. 当驾驶员侧车门关闭且智能钥匙插入智能

钥匙孔中时。

驻车制动器 自动驾驶座椅定位器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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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或取消上车/下车功能

换档杆必须处于“P”(驻车档) 位置，而且点

火开关处于“OFF”位置。

按下并按住 SET 开关 10 秒钟以上，可以启动

或取消上车/下车功能。

取消此功能时，记忆开关 (1 和 2) 的指示灯闪

烁一次，启动此功能时，指示灯闪烁两次。请

注意，按住 SET 开关时，5 秒后指示灯可能会

点亮。这表示连接智能钥匙至存储记忆位置已

就绪。按下 SET 开关 10 秒钟以上，可以打开

或关闭上车/下车功能。

显示设置:

在“车辆”设置中，如果打开或关闭“下车时

方向盘升高”键或“下车时电动座椅向后滑

动”键，也可以启动或取消上车/下车功能。

请参见“车辆信息和设置” (4-5 页)。

初始化上车/下车功能

如果断开蓄电池电缆，或者保险丝开路，则尽

管以前设置了该功能，上车/下车功能也不起

作用。这种情况下，在连接蓄电池或更换新保

险丝后，在将点火开关从“ O N”位置转

至“LOCK”位置后，打开和关闭驾驶员侧车门

2 次以上。上车/下车功能将启动。

座椅同步功能

在使用电动座椅开关调节座椅时，座椅同步功

能自动调节方向盘和车外后视镜的位置。然

而，如果座椅的调节超出最大范围，则方向盘

和车外后视镜不会移动。系统认为不是因为驾

驶位置而调节座椅，不需要进行方向盘和车外

后视镜调节。注意，该功能的出厂默认设置为

停用。

座椅同步功能在下列条件下工作:

. 点火开关处于“ON”位置。

. 换档杆处于“P”(驻车档) 位置。

如果车外后视镜或方向盘达到调节极限，则该

功能自动停用。用记忆开关 (1 或 2) 选择以前

存储的座椅记忆位置，重新启动该功能。也可

以用以前与存储座椅位置关联的智能钥匙来重

新启动该功能。

如果座椅存储器中以前没有存储座椅位置，则

手动调节方向盘和车外后视镜至最佳驾驶位

置，然后以 7 km/h (4 MPH) 以上速度驾驶车

辆，重新启动该功能。

启动或取消座椅同步功能

换档杆必须处于“P”(驻车档) 位置，而且点

火开关处于“ACC”位置。

点火开关在“ACC”位置时，按住 SET 开关 10
秒钟以上可启动或取消座椅同步功能。

取消此功能时，记忆开关 (1 和 2) 的指示灯闪

烁一次，启动此功能时，指示灯闪烁两次。请

注意，按住 SET 开关时，5 秒后指示灯可能会

点亮。这表示连接智能钥匙至存储记忆位置已

就绪。按住 SET 开关 10 秒钟以上，可以打开

或关闭座椅同步功能。

记忆存储

在自动驾驶座椅定位器存储器中可以记忆两个

驾驶员座椅、转向柱和车外后视镜位置。请按

照下列步骤使用记忆系统。

1. 将换档杆移到“P”(驻车档) 位置。

2. 将点火开关按到“ON”位置。

3. 手动操作每一调节开关，调整驾驶员座

椅、转向柱和车外后视镜至所需位置。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座椅” ( 1 - 2
页)、“倾斜伸缩操作” (3-18 页) 和

“车外后视镜” (3-19 页)。

4. 按下 SET 开关，5 秒钟内按下记忆开关 (1
或 2)。

所按记忆开关的指示灯将持续点亮约 5 秒

钟。

如果记忆储存在同一个记忆开关内，将删

除前一个记忆。

使智能钥匙与存储的记忆位置连接

可以用下列步骤使智能钥匙与存储的记忆位置

连接。

1. 按照下列步骤存储记忆位置。

2. 当设定的记忆开关的指示灯点亮 5 秒时，
按下智能钥匙上的“UNLOCK” 按钮。

如果指示灯闪烁，则智能钥匙与该记忆设

置已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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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记忆存储

. 将点火开关按到“ON”位置，并按下 SET
开关。如果没有存储主记忆，则指示灯将

点亮约 0.5 秒钟。存储记忆完成时，指示

灯将持续点亮约 5 秒钟。

. 如果蓄电池电缆断开，或保险丝开路，将

取消记忆。在这种情况下，用前面的步骤

重置所需位置。

. 如果添加其他智能钥匙，则应对每一把智

能钥匙重新进行选择 1 或 2 的记忆存储的

相应步骤及与存储记忆位置的联系步骤。

有关智能钥匙的其他信息，请参见“钥

匙” (3-2 页)。

选择记忆位置

1. 将换档杆移到“P”(驻车档) 位置。

2. 用下面其中的一个方法移动驾驶员座椅、

车外后视镜和方向盘。
. 将点火开关转至“ON”位置，并按下记

忆开关 (1 或 2)。
. 在点火开关处于“OFF”位置的情况

下，在打开驾驶员侧车门后 45 秒内，
按下记忆开关 (1 或 2)。

3. 驾驶员座椅、转向柱和车外后视镜将移动

到记忆位置或在启动上车/下车功能时，移

动到下车位置，同时指示灯闪烁，然后指

示灯持续点亮约 5 秒钟。

系统操作

在下列情况下，自动驾驶座椅定位器系统无法

正常工作或不工作:

. 在车速大于 7 km/h (4 MPH) 时

. 自动驾驶座椅定位器工作情况下，操作自

动驾驶座椅定位器开关 (SET 开关，记忆 1
或 2 开关) 或驾驶员座椅或转向柱调节开

关时

. 座椅、方向盘和车外后视镜已经移到记忆

位置时

. 记忆开关中没有存储任何位置时

. 在移动自动驾驶座椅定位器的情况下同时

起动发动机时

. 自动变速箱换档杆从“P”(驻车档)位置移

动到任一其它档位时 [(但是，当座椅和转

向柱返回原来位置时 (上车/下车功能)，
如果换档杆从“P”(驻车档) 位置移开，
将不能取消]。

. 当驾驶员侧车门保持打开 45 秒以上，且点

火开关在“ACC”、“OFF”或 “LOCK”位

置时。

. 如果车外后视镜或方向盘达到最大调节极

限，则座椅同步功能自动停用。

. 如果座椅调节超出下面其中的一个最大阈

值，则座椅同步功能不会移动:

— 座椅滑动: 76 mm (3.0 in)

— 座椅靠背倾斜: 9.1 度

— 座椅升降器 (后侧): 20 mm (0.8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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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为能全神贯注驾驶车辆，开车时切勿调节

显示屏控制键、加热器及空调控制键或音

响控制键。

. 如果发现有异物进入系统硬件，系统上泼

溅有液体，或发现系统有烟雾冒出，或任

何异常情况，立即停止使用系统，并联系

最近的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无视这

些异常情况可能会导致事故、起火或触

电。

. 请勿分解或改装该系统。否则可能会导致

事故、起火或触电。

. 要查看前中央显示屏上的图像，将车辆停

放在安全的地方并施加驻车制动。

注意:

. 当发动机长时间不运转时，请勿使用该系

统，以防蓄电池电量耗尽。

. 如果以坚硬或锋利的物体撞击，液晶显示

屏的玻璃屏幕可能会碎裂。如果玻璃屏幕

损坏，请勿触摸。否则可能会导致受伤。

根据不同的车型，玻璃屏的液晶材料可能

会含有少量水银。

SAA2836

1. CAMERA (摄像头) 按钮 (4-12 页)

2、6、7、10、11.
有关导航系统控制按钮，请参见另附的《车载

卫星智能导航系统使用说明手册》。

3.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 (4-3 页)

4. STATUS (状态) 按钮 (4-5 页)

5. OFF 亮度控制和显示屏 ON/OFF 按钮 (4-5
页)

8. 收音机波段选择按钮 (4-37 页)

9. DISC·AUX 按钮 (4-12 页，4-38 页)

12. INFO (信息) 按钮 (4-5 页)

13. SETTING (设置) 按钮 (4-7 页)

如何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

SAA1541

使用主方向按扭 ② (或带导航系统的辅助方向

按钮 ⑥) 或中央旋钮 ③，在显示屏上选择一个

项目并按下 ENTER 按钮 ① 进行操作。

如果您在设置完成之前按下 BACK 按钮 ④，将

取消设置和/或返回上一屏幕。

在设置完成后，按下 BACK 按钮 ④ 并返回上一

屏幕。

有关 VOICE 按钮 ⑤ 功能，请参见另附的《车

载卫星智能导航系统使用说明手册》。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4-3

安全注意事项 中央多功能控制面板

Condition: China/

www.inhauto.com3. INFINITIwww.inhauto.com3. INFINITI 英www.inhauto.com英菲www.inhauto.com菲尼www.inhauto.com尼迪www.inhauto.com迪控www.inhauto.com控制www.inhauto.com制键www.inhauto.com键 (4-3www.inhauto.com(4-3 页www.inhauto.com页)www.inhauto.com)

4. STATUS (www.inhauto.com4. STATUS (状www.inhauto.com状态www.inhauto.com态)www.inhauto.com) 按www.inhauto.com按钮www.inhauto.com钮 (4-5www.inhauto.com(4-5 页www.inhauto.com页)www.inhauto.com)



Black plate (106,1)

[ Edit: 2013/ 11/ 7 Model: S51-A ]

4-4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如何使用触摸屏

注意:

. 切勿用粗糙的布、酒精、汽油、稀释剂或

任何含化学清洗剂的溶剂或纸巾清洁显示

屏。否则会刮花或损坏面板。

. 切勿将任何液体 (例如水或车辆上的香水)
溅到显示屏上。显示屏接触到液体将导致

系统故障。

为确保安全行驶，某些功能在车辆行驶时是禁

止操作的。

驾驶时，屏幕上不可用的功能会“变灰色”或

静音。

在安全地方停车，然后操作导航系统。

触摸屏操作

在此系统中，可采用与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

制键相同的方式来操作触摸屏。

选择项目:

SAA2795

触摸屏幕选择一个项目。当选择“音响”设置

时，请触摸屏幕上的“音响”区 ①。

触摸“返回”② 键返回上一屏幕。

调整项目:

SAA2390

触摸 − ① 或 + ② 键调整设置。

触摸 ③ 或 ④ 键返回上一页或进入下

一页。

触摸 ⑤ 或 ⑥ 键返回上一项或进入下

一项。

输入字符:

SAA3346

触摸字母或数字 ①。

输入字符时出现一些选项。

. 英数:

显示字母和数字输入屏幕。

. 空格:

输入一个空格。

. 删除:

触摸删除最后输入的字符。按住按钮删除

所有字符。

. 变换:

把输入的字符转换成汉字。

. 确定:

显示以输入字符开头的文字。

触摸屏保养

如果要清洁显示屏，请使用干燥的软布。如需

额外的清洁工作，请使用含少量中性清洁剂的

软布。请勿将水或清洁剂溅到显示屏上。先把

布浸湿，然后擦拭屏幕。

启动屏幕

当点火开关按至“ACC” 或 “ON”位置时，屏

幕上显示 SYSTEM START-UP (系统启动) 警告。

阅读并同意警告信息后，按下 ENTER 按钮。

如果未按下 ENTER 按钮，则不能使用导航系统

和其他功能。

有关导航系统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另附的《车

载卫星智能导航系统使用说明手册》。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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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阅读屏幕

SAA2845

车辆功能可以在菜单的中央显示屏上查看。在

选择菜单或突出显示菜单项目时，在画面的不

同位置向您提供重要的信息。请参见以下详细

信息。

1. 标题:

显示进入当前画面的路径 (如按下 SETTING
按钮 > 选择“音响”菜单选项)。

2. 菜单选择:

在菜单画面内显示选项。

3. 上一页/下一页移动指示器:

显示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可用于画面

上一页/下一页移动，以及选择更多的选

项。

4. 屏幕记数:

显示画面适用菜单选项数。

5. 脚注/信息栏:

可以提供当前突出显示菜单选项的更多信

息 (如果有)。

如何使用 STATUS (状态) 按钮

您可以通过反复按 STATUS 按钮检查音响、温

度控制系统、油耗和导航系统的相关信息。

如何使用亮度控制和显示屏 ON/OFF 按
钮

按下“ OFF”按钮将显示屏亮度切换为日

间或夜间模式，当屏幕下方显示指示灯时，使

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调节显示屏亮

度。

按下“ OFF”按钮 2 秒钟以上关闭显示

屏。再次按下按钮打开显示屏。“ +”和

“−”按钮可用于调整亮度。

如何使用 INFO (信息) 按钮

显示屏画面显示有助于您的车辆信息。

屏幕上显示的信息应作为分析车辆状况的依

据。请参见以下详细信息。

车辆信息显示

JVH0628X

1. 按下控制面板上的 INFO 按钮。

将出现如图所示的画面。

2.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一个项

目，并按下 ENTER 按钮。

3. 在查看或调节下列画面上的信息后，按下

BACK 按钮返回上一画面。

. 油耗

. 轮胎气压信息

. 维护信息

. Infiniti Connection

. 交通信息

. 实时交通信息更新

. 地图更新

. 导航仪版本信息

. 语音识别

有关下列项目，请参见另附的《车载卫星智能

导航系统使用说明手册》:

. Infiniti Connection

. 导航仪版本信息

. 交通信息

. 实时交通信息更新

. 地图更新

只有在 RTIC 广播区域，屏幕才会显示交通信

息。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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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耗信息

SAA3207

SAA2889

显示估算的可续航距离、平均油耗和瞬间油

耗，以供参考。

要重设平均油耗，请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

控制键突出显示“重设平均油耗”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

如果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突出显

示“平均油耗记录”键，并且按下 ENTER 按

钮，平均油耗记录将与以前重新设置周期的平

均油耗一起以图表显示。

油耗信息可能与点阵式液晶显示屏上显示的信

息不同。这是由于更新信息的时间差造成的，
并非故障。

可转换显示的数字单位。(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见 “如何使用 SETTING (设置) 按钮” (4-7
页)。)

轮胎气压信息

SAA2638

警告:

. 当安装备用轮胎或更换车轮时，轮胎气压

将不显示，TPMS 不起作用，且轮胎气压低

警告灯闪烁约 1 分钟。警告灯将在 1 分钟

后持续点亮。尽快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

经销店，更换轮胎和/或重置系统。

. 如果更换了非 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

最初指定的轮胎，会影响 TPMS 的正常工

作。

将显示轮胎压力作为参考。

当屏幕显示气压为“** kPa” 或 “**
psi”时，表示车辆正在测量气压。在车辆行

驶几次后，将显示各轮胎的气压。

如果要更改测量单位，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

迪控制键选择“单位切换”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可转换显示的数字单位。(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见 “如何使用 SETTING (设置) 按钮” (4-7
页)。)

当气压低时，屏幕上将显示低气压信息。检查

所有轮胎的气压。

轮胎气压根据车辆行驶产生的热量以及车外温

度而上升和下降。

进行轮胎换位后，轮胎气压不会显示在实际的

轮胎位置上。以 40 km/h (25 MPH) 以上的速度

驾驶车辆大约 10 分钟重置显示。

有关胎压监测系统 (TPMS) 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见“胎压监测系统 (TPMS)” (5-5 页)。

维护信息

SAA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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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2791

要设置保养时间间隔，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

迪控制键选择一个项目并按下 ENTER 按钮。

您也可以设置系统显示信息，用于提示您需要

进行的车辆保养。

以下示例为设置项目的方法。采用同样的步骤

设置其他保养信息。

1. 在新保养计划中重新设置行驶距离。

2. 设置保养计划的时间间隔。请参见另附的

《保修和保养手册》，以确定推荐的保养

间隔。

3. 如需在到达设定的行驶距离时自动显示通

知，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突出显

示“通知显示”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

4. 要返回维护信息显示，请按下返回按钮。

可转换显示的数值单位，视车型而定。(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见 “如何使用 SETTING (设置)
按钮” (4-7 页)。)

通知显示:

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将如图所示自动显示通

知:

. 车 辆 行 驶 到 设 定 距 离 且 点 火 开 关 按

至“OFF” 或 “LOCK”位置。(请参见“点

火开关位置” (5-8 页)。)

. 达到设定值后，下次驾驶时将点火开关按

至“ACC” 或 “ON”位置。

通知显示后如需返回上一屏幕，按下返回按

钮。

每当点火开关按至“ON”位置时，都显示通

知，直至满足以下任一条件时才会停止:

. 选择“重新设置行驶距离”时。

. “通知显示”设定为 OFF 时。

. 延长保养时间间隔。

声音识别

有 关 声 音 识 别 系 统 的 详 细 信 息 ， 请 参

见“INFINITI 英菲尼迪声音识别系统” (4-66
页) 和 《车载卫星智能导航系统使用说明手

册》。

如何使用 SETTING (设置) 按钮

JVH0629X

按下 SETTING 按钮时，将显示“设置”屏幕。

“设置”屏幕上将显示以下项目。

屏幕上显示的样式和项目可能会不同，视车型

而定。

. 导航

. 音响

. Phone·Infiniti Connection

. 蓝牙

. 音量调节

. 显示效果

. 后座音响

. 时钟

. 单位

. 语音识别

. 摄像头

. 图片浏览器

某些项目可能被列在“其他”键下。按下

SETTING 按钮后，如需显示第一屏上没有列出

的项目，使用 INFINITI 控制键选择“其

他”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导航设置

有关“导航”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另附的

《车载卫星智能导航系统使用说明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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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响设置

JVH0630X

当按下 SETTING 按钮，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

迪控制键选择“音响”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

时，将显示“音响”屏幕。

低音/高音/左右平衡/前后平衡:

如需调整音质和扬声器声音平衡，选择“低

音”、“高音”、“左右平衡” 或 “前后平

衡”键，并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进

行调整。

这些项目也可以通过按下并转动 AUDIO 旋钮进

行调整。(请参见“带 CD 播放器的 FM-AM 收音

机 ” (4-36 页)。)

驾驶座音场:

当打开此功能时，将向驾驶员位置提供更好的

音效。驾驶员可以听到专门向驾驶员位置提供

的清脆响亮的声音。该功能的效果取决于播放

的音乐类型。对于某些音乐，可能难以实现此

功能的特点。

车速联动音量:

如果要根据车速提高音量，从 0 (OFF) 至 5 选

择所需有效水平。

DivX注册认证码:

用于下载 DivX 文件的装置注册码将会显示在

屏幕上。如果插入了光盘或 USB 存储装置连接

到音响系统上，此功能将不启动。

显示专辑封面:

如果正在播放储存有图像文件的多媒体装置，
此功能设定为 ON 时，屏幕上将显示图片。如

果多媒体装置未存储有图像文件，即使此功能

设定为 ON，屏幕也不显示图片。

Phone·Infiniti Connection 设置

当按下 SETTING 按钮，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

迪 控 制 键 选 择 “ P h o n e · I n f i n i t i
Connection”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时，将显

示“Phone·Infiniti Connection”屏幕。

有关“电话”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Bluetooth® 免提电话系统” (4-60 页)。

有关“Infiniti Connection”设置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另附的《车载卫星智能导航系统使

用说明手册》。

BLUETOOTH® 设置

有关“蓝牙”设置的详细内容，

. 请参见“Bluetooth® 音响播放器操作 ”

(4-44 页)。

. 请参见 “Bluetooth® 免提电话系统” (4-
60 页)。

音量调节设置

JVH0631X

当按下 SETTING 按钮，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

迪控制键选择“音量调节”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时，将显示“音量调节”屏幕。

音响音量:

将音响音量调节至增大音量 (+) 或降低音量

(-)。

引导音量:

要调节引导语音音量，选择“引导音量”并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进行调整。

语音引导发出声音时，也可以转动 VOLUME 控

制旋钮来调节引导语音音量。

电话铃声音量 :

增大 (+) 或减小 (−) 铃声音量。

接电话音量 :

增大 (+) 或减小 (−) 接电话音量。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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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音量 :

增大 (+) 或减小 (−) 通话音量。

操作音 :

当该项打开时，在按下按钮时您可以听到操作

音。

语音引导:

当该项打开时，您可以在导航操作或其他操作

中听到语音引导。

显示效果设置

SAA3103

当按下 SETTING 按钮，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

迪控制键选择“显示效果”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时，将显示“显示效果”屏幕。

调整显示效果:

1.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调整

显示效果”，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2. 选择合适的项目并按下 ENTER 按钮以调节

屏幕设定。

. 黑屏

要关闭屏幕，请按下 E N T E R 按钮并关

闭“ON”指示灯。

在屏幕关闭时按下任意模式按钮，屏幕将打

开，以便进一步操作。在操作完成 5 秒钟后，
屏幕将自动关闭。

如需打开屏幕，将该项目设为“ON”位置，或

按下“ OFF”按钮。

. 亮度/对比度/切换地图的显示颜色

要调节屏幕的亮度、对比度和背景颜色，请选

择相应的“亮度”、“对比度” 或 “切换地

图的显示颜色”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

然后，可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调整

亮度和对比度。按下 ENTER 按钮，把背景颜色

切换为日间模式或夜间模式。

设定菜单颜色:

1.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设定

菜单颜色”，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2. 选择合适的项目，并按下 ENTER 按钮更改

菜单颜色。

车辆设置

SAA3040

当按下 SETTING 按钮，选择“其他”键然后选

择“车辆”键时，将出现图示显示。仅在点火

开关按至“ON”位置后，才会显示此键。

门锁解除、车内灯自动打开:

当该项打开时，如果任意车门解锁，车内灯将

点亮。

调整自动灯的灵敏度:

提高 (向右) 或降低 (向左) 自动前大灯的灵敏

度。

设置自动灯关灯时间:

从 0、30、45、60、90、120、150 和 180 秒中

选择自动前大灯关闭定时器的持续时间。

选择解锁:

当该项打开时，在执行车门解锁操作后，仅驾

驶员车门先解锁。当按下驾驶员或前排乘客侧

车门上的车门把手请求开关以解锁时，仅相应

车门先解锁。如果在 1 分钟或 5 秒内再次执行

解锁操作，可将所有的车门解锁。

当关闭该项时，执行一次车门解锁操作便可解

锁所有车门。

智能钥匙开锁功能:

当打开该项时，将启动通过按车门把手请求开

关的车门锁止/解锁功能。

下车时方向盘升高:

当该项打开时，如果点火开关在“OFF”位置

且驾驶员侧车门打开，为方便下车，方向盘会

向上移动。当进入车内并将点火开关按

至“ACC”位置后，方向盘将自动返回原始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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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车时电动座椅向后滑动:

当该项打开时，如果点火开关在“OFF”位置

且驾驶员侧车门打开，为方便下车，驾驶员座

椅向后移动。当进入车内并将点火开关按

至“ACC”位置后，驾驶员座椅将自动返回原

始位置。

恢复所有设定为默认设置:

选择该项目，然后选择“是”将所有设置恢复

默认设置。

后座音响设置 (如装备)

SAA2917

按下 SETTING 按钮时，“后座音响”屏幕将显

示，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打

开后座显示”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

后座音响:

当该项目显示 ON 时，后座音响打开。

当点火开关按至“OFF”位置时，即使选择了

ON，后座音响也会自动关闭。

还可使用遥控器打开或关闭后座音响。(请参

见“移动娱乐系统 (MES)” (4-54 页)。)

时钟设置

JVH0632X

当按下 SETTING 按钮，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

迪控制键选择“时钟”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

时，将显示“时钟”屏幕。

时钟显示:

当打开该项时，屏幕的右上角会一直显示时

钟。

由于该时钟通过 GPS 系统调节，因此指示时间

基本正确。

24小时显示:

当该项设为 ON 时，时钟以 24 小时模式显示。

要切换至 12 小时模式，关闭该项。

偏差调整 (小时)/(分钟):

以小时或分钟为单位增加或减少时间。

“偏差调整 (小时)”的默认设置为 0 hr (+1 hr
夏令时)。手动调整“偏差调整 (小时)”以按

需显示您所在区域的时间。

单位设置

JVH0633X

当按下 SETTING 按钮，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

迪控制键选择“单位”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

时，将显示“单位”屏幕。

单位切换:

1. 选择“单位切换”并按下 ENTER 按钮。

2. 选择合适的项目，并按下 ENTER 按钮打开

该项。

. Metric (l/100 km) (公制 (升/100 公里))

. Metric (km/l) (公制 (公里/升))

单位切换 (胎压信息):

1. 选择“单位切换 (胎压信息)”并按下

ENTER 按钮。

2. 打开下列项目之一。轮胎气压信息屏幕上

显示已选择的单位。

. kPa

. psi

. bar

. kgf/cm2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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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识别设置

有关“声音识别”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INFINITI 英菲尼迪声音识别系统” (4-66
页)。

摄像头设置

按下 SETTING 按钮，“摄像头”屏幕将显示，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摄像

头”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

有关摄像头系统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全

景监视器 ” (4-12 页)。

图片浏览器

SAA2491

将显示 USB 存储装置上的图像文件。如需显示

图片浏览器，按下 SETTING 按钮，选择“其

他”键然后选择“图片浏览器”键。屏幕的右

侧显示所选择文件的图像。

当 USB 存储器中包含有多个文件夹时，从列表

中选择一个文件夹以显示文件列表。

当车辆处于任何行驶状态时，显示屏不显示任

何图像以免分散驾驶员注意力。要查看图像，
将车辆停靠在安全的位置并施加驻车制动。

SAA2492

全屏显示:

当选择“全屏显示”键时，将出现全屏显示。

要操作图片浏览器或更改设定，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所需按键。

. (开始)

选择“ ”键以开始幻灯片播放。

. (停止)

选择“ ”键以停止幻灯片播放。

. (下一页)

选择“ ”键以显示下一张图。

. (上一页)

选择“ ”键以显示上一张图。

设置图片浏览器:

当选择全屏显示上的“设置”键时，将出现图

片浏览器设置。全屏显示下可进行下列设定。

. 幻灯片切换速度

选择“幻灯片切换速度”键。从下列显示

中选择显示 5、10、30、60 秒钟或“无自

动切换”以切换放映时间。

. 幻灯片显示顺序

选择“幻灯片显示顺序”键。在下列显示

中选择“随机” 或 “顺序列表”。对

于“顺序列表”，图像以 USB 存储器中存

储的文件顺序播放。

操作要点:

. 只有符合下列条件的文件才可以播放。

— 图片格式: JPEG

— 文件扩展名: *.jpg, *jpeg

— 最大分辨率: 2048 6 1536 像素

— 最大尺寸: 2-MB

— 颜色: 32768 (15 位)

— 最大文件名长度: 253 字节

— 最大文件夹: 500

— 每个文件夹的最大图像数: 1024

. 如果使用 USB连接线直接将电子装置 (如数

码相机) 连接至车辆，屏幕将不显示图

像。

. 如果文件名太长，某些文件名会显示不完

全。

. 当文件名的总字符数超过 100 时或如果目

录中的一个文件名超过 100 个字符，则所

有文件将缩短为 8 个字符显示。选定时将

仍显示该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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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如何使用 DISC·AUX 按钮

SAA2597

如果 NTSC/PAL 兼容设备连接到中央控制台的

辅助输入插孔，正在播放的图像可切换至中央

显示屏。(请参见“辅助输入插孔 ” (4-53
页)。)按下 DISC·AUX 按钮进行切换。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菜

单”键时，将出现以上显示。

点火开关在“ON”位置的情况下，按下 CAMERA
按钮或将换档杆移至“R”(倒档) 位置以操作

全景监视器。监视器显示各种视图的车辆位

置。

可选视图:

. 俯视图

车辆周围的视图。

. 前侧视图

前乘客侧车轮周围和前部的视图。

. 前视图

车辆前部约 150 度的视图。

. 前广域视图

车辆前部约 180 度的视图。

. 后视图

车辆尾部约 150 度的视图。

. 后广域视图

车辆尾部约 180 度的视图。

系统设计用于在车位驻车或平行驻车时辅助驾

驶员。
SAA2148

系统无法显示某些位置上的物体。在前视图或

后视图显示中，可能看不到保险杠下方或地面

上的物体 ①。在俯视图中，监视器中不显示在

摄像头监视区域接合处附近的高物体 ②。

警告:

. 全景监视器是一个便利的功能。该功能不

能取代正确的车辆操作，因为全景监视器

存在无法观察到物体的盲区。务必查看车

外并确认是否可以安全移动。驻车及其它

操作期间，驾驶员务必要对安全负责。

全景监视器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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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车外后视镜处于收存位置时，不可使用

全景监视器，并确保在使用全景监视器操

作车辆时，后背门牢固关闭。

. 从全景监视器上看到的物体的距离与实际

距离不同。

. 摄像头安装在前格栅、车外后视镜以及后

牌照上方。请勿在摄像头上放置任何物

品。

. 在用高压水冲洗车身时，不可在摄像头周

围喷水。否则，水滴可能会进入摄像头并

凝结在镜头上，从而导致故障、起火或触

电。

. 请勿敲击摄像头。它们是精密仪器。这样

会引起故障或造成损坏，从而导致火灾或

触电。

注意:

清理摄像头前部的污垢或积雪时请勿刮花镜

片。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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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如何切换显示

JVH0257X

全景监视器显示屏由左屏幕和右屏幕构成。您

可以在如图所示的屏幕上看到不同视图的组

合。

: 移动换档杆

: 选择屏幕上的“切换视角”键

: 按下 CAMERA 按钮
Ⓐ : 全景监视器操作前的原始屏幕

Ⓑ : 后视/俯视屏幕

Ⓒ : 后视/前侧视屏幕

Ⓓ : 后广域视图屏幕

Ⓔ : 前视/俯视屏幕

Ⓕ : 前视/前侧视屏幕

Ⓖ : 前广域视图屏幕

. 点火开关在“ON”位置的情况下，按下

CAMERA 按钮或将换档杆移至“R”(倒档)
位置以操作全景监视器。

. 当换档杆在“D”(驾驶档)位置且监视器不

显示全景监视器以及声纳检测距离变短

时，监视器显示前视/俯视图。当按下

CAMERA 按钮或当声纳未检测到任何物体

时，监视器将显示上一屏幕。

. 当换档杆不在“R”(倒档)位置且车速提高

约 10 km/h (6 MPH) 时，监视器从全景监视

屏幕切换至上一屏幕。

随选换档杆操作启动

. 在显示另一个屏幕 Ⓐ 期间，当换档杆换

到“R”(倒档) 位置 ①，全景监视器工作

并显示后视图和俯视图 Ⓑ。

当换档杆从“R”(倒档) 位置 ② 移开时，
全景监视器切换回先前的屏幕。

. 当按下 CAMERA 按钮 ③ 时，乘客侧屏幕上

的视图切换至前侧视图 Ⓒ。当再次按下

CAMERA 按钮 ⑤ 时，显示后广域视图 Ⓓ。

当再次按下CAMERA 按钮 ⑦ 时，后广域视

图屏幕切换至俯视图 Ⓑ。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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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再次执行相同的步骤，乘客侧视图切

回至另一个视图。

当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屏幕

上的“切换视角”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

时，屏幕上的视图将在可选视图 ④/ ⑥/
⑧ 之间切换。

. 驾驶员侧的视图或广域视图可通过将换档

杆移出“R”(倒档) 位置 ⑭/⑯/⑱ 切换至

前视图。

随 CAMERA 按钮操作启动

. 在显示另一个屏幕Ⓐ期间，当按下 CAMERA
按钮时 ⑨，全景监视器工作并显示前视图

和俯视图 Ⓔ。

. 当按下CAMERA按钮 ⑩ 时，乘客侧的视图切

换至前侧视图 Ⓕ。当再次按下 CAMERA 按

钮 ⑫ 时，显示前广域视图 Ⓖ。当再次按

下 CAMERA 按钮 ○21 时，屏幕 Ⓐ 显示。

. 当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屏幕

上的“切换视图”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

时，屏幕上的视图将在可选视图 ⑪/ ⑬/
⑳ 之间切换。

. 当换档杆换至“R”(倒档) 位置 ⑮/⑰/⑲
时，驾驶员侧的视图或广域视图切换至后

视图 Ⓑ/Ⓒ/Ⓓ。当换档杆移出“R”(倒
档) 位置 ⑭/⑯/⑱ 时，驾驶员侧的视图或

广域视图返回至前视图 Ⓔ/Ⓕ/Ⓖ。

. 按下控制面板上的另一个按钮退出全景监

视器。

如何查看各视图

警告:

. 距离引导线和车宽引导线仅能在车辆处于

平坦地面上时作为参考。监视器中看到的

距离仅作为参考，且与车辆和显示物体之

间的实际距离可能不同。

. 使用显示的路线和俯视图作为参考。显示

的路线和俯视图受车内乘客数量、燃油

量、车辆位置、路面情况及路面等级的影

响较大。

. 如果更换了不同尺寸的轮胎，可能会显示

错误的预计路线和俯视图。

. 当上坡行驶时，监视器中看到的物体比实

际情况远。当下坡行驶时，监视器中看到

的物体比实际情况近。使用后视镜或实际

查看正确判断与其他物体的距离。

. 车宽引导线和预计路线比实际宽度和路线

宽。

前视图和后视图

SAA1840

前视图

SAA1896

后视图

表示车宽和物体相对于车身引导线 Ⓐ 之间的

距离在监视器上显示。

距离引导线:

表示与车身的距离。

. 红线 ①: 约 0.5 m (1.5 ft)

. 黄线 ②: 约 1 m (3 ft)

. 绿线 ③: 约 2 m (7 ft)

. 绿线 ④: 约 3 m (10 ft)

车宽引导线 ⑤:

倒车时显示车宽。

预计的行驶路线显示 ⑥:

操作车辆时显示预计路线。转动方向盘时，监

视器上将显示预计路线。预计路线将根据方向

盘转动的程度移动，方向盘在中间位置时不显

示。

当车速高于 10 km/h (6 MPH) 时，将不显示前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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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警告:

. 因为使用了广角镜头，从后视图像中看到

的物体之间的距离与实际距离不同。当从

后视镜及车外后视镜观看时，后视图中的

物体看起来是反的。

. 在有积雪或易滑的路面上，预计路线与实

际路线之间可能有偏差。

. 因为后视摄像头不是安装在车辆尾部的正

中位置，后视图像上的显示线会稍微偏

右。

注:

当监视器显示前视图，且方向盘从中间位置转

动约 90 度或以下时，会同时显示左和右预计

路线 ⑥。当方向盘转动 90 度或以上时，只在

转向的相反侧显示一条线。

俯视图

警告:

. 俯视图中的物体看起来比实际距离远，因

为俯视图是由车外后视镜、车辆前端和后

端上的摄像头图像组合处理而成的仿真视

图。

. 路缘或车辆之类的高物体可能会方向偏离

或在视图的接合处不显示。

. 无法显示摄像头上方的物体。

. 在摄像头位置改变时，俯视图的图像可能

偏离。

. 地面上的线可能方向偏离，在视图接合处

看起来不直。随着线远离车辆，方向偏离

会增大。

. 显示的轮胎角度并不指示实际的轮胎角

度。

JVH0265X

俯视图是车辆的鸟瞰视图，帮助确认车辆位置

和预测到停车位的路线。

车辆图标 ① 表示车辆位置。注意，俯视图中

的车辆图标尺寸可能与实际车辆有所不同。

摄像头不能覆盖的区域 ② 以黑色表示。

显示俯视图后，盲点提醒 ② 以黄色高亮约几

秒钟。只有在点火开关第一次转至“ON”位置

后才显示。

当车辆的测角接近一个物体时，测角传感器

(声纳) 指示灯 ③ 点亮。

当向前或向后驾驶车辆时，驾驶员可以通过轮

胎图标 ④ 检查轮胎的方向和角度。

当操作车辆时，预计路线 (⑤和⑥ )显示预计

路线。转动方向盘时，监视器上将显示预计路

线。预计路线将根据方向盘转动的程度移动，
方向盘在中间位置时不显示。

当监视器显示前视图且方向盘从中间位置转动

约 90 度或以下时，两条绿色的预计路线 ⑤ 出

现在车辆前方。

当方向盘转动约 90 度或以上时，一条绿色的

预计路线 ⑥ 出现在车辆前方且另一条绿色的

预计路线 ⑥ 出现在车辆侧边。

当监视器显示后视图时，预计路线出现在车辆

后方。

前侧视图

SAA1842

引导线:

监视器上显示指示车宽和车辆前端的引导线。

车辆前方引导线 ① 显示车辆的前方。

车辆侧边引导线 ② 显示包括车外后视镜的车

宽。

前方①和侧边②引导线的延长线③以绿色虚

线显示。

当车辆的测角接近一个物体时，测角传感器

(声纳) 指示灯 ④ 点亮。

可以关闭测角传感器 (声纳) 指示灯 ④。请参

见“全景监视器设定” (4-21 页)。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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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转向信号灯可能会看起来像车辆侧面线。这并

非故障。

前广域/后广域视图

JVH0167X

前广域/后广域视图在整个屏幕上显示更宽广

的区域并且可以检查车辆右侧和左侧的盲角。

前广域/后广域视图显示约 180 度的区域，而

前视图和后视图显示约 150 度的区域。预计路

线不在前广域/后广域视图中显示。

距离引导线:

指示与车身的距离。

. 红线 ①: 约 0.5 m (1.5 ft)

. 黄线 ②: 约 1 m (3 ft)

. 绿线 ③: 约 2 m (7 ft)

. 绿线 ④: 约 3 m (10 ft)

车宽引导线 ⑤:

倒车时指示车宽。

当车辆的测角接近一个物体时，测角传感器

(声纳) 指示灯 ⑥ 点亮。

预测和实际距离的差异

在陡峭的上坡行驶

SAA1978

在陡峭的上坡行驶时，距离引导线和车宽引导

线看起来比实际距离近。例如，显示屏显示距

离位置 Ⓐ 1 m (3 ft)，但斜坡上实际 1 m (3 ft)
的距离在位置 Ⓑ。注意，监视器中看到的斜坡

上的物体比实际距离远。

在陡峭的下坡行驶

SAA1979

在陡峭的下坡行驶时，距离引导线和车宽引导

线看起来比实际距离远。例如，显示屏显示距

离位置 Ⓐ 1 m (3 ft)，但斜坡上实际 1 m (3 ft)
的距离在位置 Ⓑ。注意，监视器中看到的斜坡

上的物体比实际距离近。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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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出物体附近移动

SAA1923

预计路线 Ⓐ 不接触显示屏中的物体。但是，
如果物体超过实际的移动路线，车辆可能会碰

到物体。

接近突出物体

SAA1980

在显示屏中位置 Ⓒ 显示比位置 Ⓑ 远。但是，
位置 Ⓒ 实际上与位置 Ⓐ 距离相同。如果物体

突出超过实际的移动路线，向位置 Ⓐ 移动

时，车辆可能会碰到物体。

摄像头辅助测角传感器功能

声纳 (驻车传感器) 发出声响，提醒驾驶员保

险杠附近有障碍物。

警告:

. 声纳是一个便利的功能。但并不能取代适

当的驻车。

. 驻车及其它操作期间，驾驶员务必要对安

全负责。

. 驻车前务必环顾四周并检查是否可安全操

作。

. 阅读并理解本节中介绍的有关声纳 (驻车传

感器) 免责声明。

. 声纳指示灯的颜色和前视图、前广域、后

视图和后广域视图中的距离引导线的颜色

表示与物体的不同距离。

. 恶劣的天气或超声波源 (如自动洗车装

置)，卡车的压缩气体制动器或空气钻可能

会影响系统功能；可能会导致性能降低或

错误启动。

. 该功能设计用于帮助驾驶员检测较大静止

物体，以避免损坏车辆。

. 该系统并非用于避免与微小或移动的物体

的接触。

. 该系统可能无法检测到保险杠下方的小物

体，以及接近保险杠或在地面上的物体。

. 系统可能无法检测到下列物体:

— 飘落的物体，如雪、衣布、棉花、玻

璃或羊毛。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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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质物体，如绳子、电线或链条。

— 楔形物体。

. 如果车辆的保险杠饰板损坏，导致方向不

正或弯曲，检测区域可能被改变，从而导

致无法正确测量障碍物或发出错误警报。

注意:

. 过度噪音 (如音响系统音量或打开车窗) 会

干扰鸣响声，可能无法听到。

. 保持声纳传感器表面 (位于前后保险杠饰板

上)不被积雪、冰和污垢覆盖。清洁时，切

勿刮坏声纳传感器的表面。如果传感器被

覆盖，则声纳功能的准确率将下降。

当换档杆“D”(驾驶档) 位置时系统发出前方

物体警示音，当换档杆在“R”(倒档) 位置

时，系统发出前方和后方物体警示音。

当摄像头图像显示在显示屏上时，无论换档杆

在哪个位置，系统都会显示声纳指示灯。

速度超过 10 km/h (6 MPH) 时系统停用。在较低

速度下重新启动。

当检测到物体时，指示灯 (绿色) 出现并闪

烁，发出间歇声响。当车辆进一步靠近物体

时，指示灯颜色变成黄色，且闪烁率和音调率

提高。当车辆与物体非常接近时，指示灯停止

闪烁且变红色，并发出连续声音。

当只有测角声纳器检测到障碍物且到障碍物的

距离没有发生变化时，间歇声将在 3 秒钟后停

止。

当物体远离车辆时，蜂鸣声停止。

JVH0266X

当选择开关 ① 时，指示灯 ② 将熄灭且声纳将

暂时关闭。运动物体检测 (MOD) 系统也会同时

关闭。当再次选择开关时，指示灯将点亮且声

纳重新启动。

在以下情况下，声纳将自动重新启动:

. 当换档杆在“R”(倒档) 位置时。

. 当按下 CAMERA 按钮且摄像头视图以外的屏

幕出现在显示屏上时。

. 当车速降低到大约 10 km/h (6 MPH) 以下

时。

. 当点火开关转至“OFF”位置且再次转

到“ON”位置时。

要防止声纳系统同时启动，请使用“摄像头设

定”菜单。请参见“全景监视器设定” (4-21
页)。

运动物体检测 (MOD)

运动物体检测 (MOD) 系统可在驾驶出车库、驶

入停车位以及在其他类似场合时通知驾驶员周

围移动的物体。

MOD 系统通过在显示屏显示的图像上采用图像

处理技术检测移动的物体。

当摄像头图像显示时，MOD 系统在以下情况下

工作:

. 当换档杆在“P”(驻车档) 或 “N”(空档)
位置且车辆停止时，MOD 系统检测俯视图

中的移动物体。如果车外后视镜向内侧移

动或向外侧移动，或车门打开，MOD 系统

将不工作。

. 当换档杆在“D”(驾驶档)位置且车速低于

约 8 km/h (5 MPH)，MOD 系统检测前视图或

前广域视图中的移动物体。

. 当换档杆在“R”(倒档)位置且车速低于约

8 km/h (5 MPH)，MOD 系统检测后视图或后

广域视图中的移动物体。如果后背门打

开，MOD 系统将不工作。

MOD 系统不会检测前侧视图中的移动物体。在

此视图时，MOD 图标不显示在屏幕上。

警告:

. MOD系统不能代替正确的车辆操作，并非设

计用于避免与车辆周围物体的接触。驾驶

时，务必使用车外后视镜或后视镜，并在

转向时检查周围以确保安全驾车。

. MOD系统不具备检测周围静止物体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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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H0373X

俯视图

JVH0374X

前视图 / 后视图

JVH0375X

前广域视图 / 后广域视图

当 MOD 系统检测到车辆周围的移动物体时，黄

色框会显示在检测到物体的视图中并鸣响蜂鸣

声一次。MOD 系统持续检测到移动中的物体

时，黄色框将持续显示。

在俯视图中，黄色框 ① 会根据检测到的移动

物体的位置显示在各摄像头图像 (前、后、

右、左) 中。

黄色框 ② 显示在前视图、前广域视图、后视

图和后广域视图模式中的各视图中。

声纳鸣响时，MOD 系统不会鸣响。

一个蓝色的 MOD 图标显示在 MOD 系统操作的视

图中。一个灰色的 MOD 图标显示在 MOD 系统不

操作的视图中。

当选择“MOD”键 ④ 时，MOD 系统将暂时关闭

且指示灯 ⑤ 将熄灭。摄像头辅助声纳将同时

关闭。再次按下“MOD”键时，指示灯将点亮

且 MOD 系统将重新启动。

如果 MOD 系统关闭，MOD 图标 ③ 将不显示。

在下列条件下，MOD 系统将自动打开:

. 当换档杆在“R”(倒档) 位置时。

. 当按下 CAMERA 按钮从其他屏幕切换至摄像

头视图屏幕时。

. 当车速降低到大约 8 km/h (5 MPH)以下时。

. 当点火开关在“ O F F”位置，然后转

回“ON”位置时。

要设置 MOD 系统全程关闭时，使用摄像头设置

菜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全景监视器设

定” (4-21 页)。

警告:

. 牵引拖车时切勿使用 MOD 系统 (如装备)。
否则系统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 过度噪音 (例如音响系统音量或打开车窗)
将干扰蜂鸣器鸣响，并可能无法听到蜂鸣

声。

. MOD系统的性能可能会受到环境条件和周围

物体的限制，如:

— 背景和移动物体之间的对比度低时。

— 存在闪烁的光源时。

— 有强光 (如其他车辆的前大灯或阳光)
时。

— 摄像头方向不在正常位置 (如当后视镜

折叠时) 时。

— 摄像头镜头上有污垢、水滴或积雪

时。

— 显示屏中的移动物体位置无改变时。

. MOD系统可能会检测到类似流动水滴在摄像

头镜头上、来自消声器的白烟或移动的阴

影等。

. 由于速度、方向、距离或移动物体的形

状，MOD 系统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 如果车辆上摄像头所安装的零件处受到损

坏，任由其不对齐或弯曲，感应区域可能

会改变且 MOD 可能无法正确检测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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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保养

如果摄像头上有脏污、雨水或积雪，则 MOD 系

统可能无法正常工作。请清洁摄像头。

如何调整屏幕视图

要调节全景监视器的显示屏 ON/OFF、亮度、色

调、颜色、对比度和灰度级，请在全景监视器

打开状态下，按下 SETTING 按钮，选择项目键

并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进行调节。

当车辆移动时，请勿调节全景监视器的亮度、

色调、颜色、对比度和灰度级。确保已安全施

加驻车制动。

全景监视器设定

要根据个人喜好设定全景监视器，按下

SETTING 按钮，选择“摄像头”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

设置项目

JVH0376X

预计的行驶路线显示:

当该项打开时，前视图、后视图和俯视图中显

示预计路线。

画面显示的优先顺序:

在全景监视器操作初始时的屏幕显示视图可以

根据优先顺序来选择。

强调显示俯视图的交界线:

在该项打开时，显示俯视图后不能看到的区域

以黄色突出显示几秒钟。只有在点火开关第一

次转至“ON”位置后显示。

警告音音量:

调节蜂鸣器的音量。

Moving Object Detection (MOD):

JVH0377X

启动或停用 Moving Object Detection (MOD) 模

式。

当该项目设置为 ON 时，MOD 启动。当该项切换

至 OFF (指示灯熄灭) 时，MOD 系统停

用。“MOD”② 将在 ③ 上消失且图标 ①

也消失。当设置菜单上的声纳也切换为 OFF
时，开关 ③ 将消失。

驻车传感器:

当该项目打开时，前和后传感器 (声纳) 启

动。当该项目关闭 (指示灯熄灭) 时，前和后

传感器停用。琥珀色的记号显示在车辆图标的

角落，且驻车传感器图标将在 上消失。当

设 置 菜 单 上 的 M O D 也 切 换 为 O F F
时，“ M O D”将消失。下一次点火开关转

至“ON”位置时，“传感器 (声纳) OFF”短暂

显示。

驻车传感器 (仅前传感器):

当该项目打开时，仅后传感器 (声纳) OFF。琥

珀色的记号显示在车辆图标的后角落。

与驻车传感器自动显示:

当该项目打开时，如果传感器 (声纳) 测量到

的与物体的距离变短，摄像头图像将自动显示

在显示屏上。

传感器灵敏度:

提高 (右)或降低 (左)测角传感器 (声纳)的灵

敏度。

视图故障

JVH037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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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当“!”图标显示在屏幕上时，则表示全景监

视器出现异常状况。这不会妨碍正常驾驶操

作，但应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系

统。

JVH0379X

当“[X]”图标显示在屏幕上时，摄像头图像

可能会从周围的装置中接收到临时电子干扰。

这不会妨碍正常驾驶操作，但如果经常发生应

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系统。

操作要点

. 选档杆在除“R”(倒档)以外的位置的情况

下，按下 CAMERA 按钮 3 分钟后，全景监视

器上显示的屏幕将自动返回先前的屏幕。

. 切换视图时，屏幕上显示的图像可能会有

些延迟。

. 当温度过高或过低时，可能无法清晰显示

物体。这并非故障。

. 当强光直接进入摄像头时，可能无法清晰

显示物体。这并非故障。

. 在荧光灯下屏幕可能会闪烁。这并非故

障。

. 在全景监视器中的物体的颜色与物体的实

际颜色有所不同。这并非故障。

. 在黑暗环境下，监视器中的物体可能不太

清楚，并且颜色会不同。这并非故障。

. 俯视图的各摄像头视图之间的清晰度可能

不同。

. 如果有污垢，雨水或积雪堆积在摄像头

上，全景监视器可能无法清晰地显示物

体。请清洁摄像头。

. 不要用酒精，汽油或稀释剂清洁摄像头。

否则会导致变色。要清洁摄像头，先用布

沾稀释的中性清洁剂进行擦拭，然后再用

干布擦拭。

. 不要损坏摄像头，否则会对监视器屏幕造

成不良影响。

. 不要给摄像头镜头打蜡。用干净布沾稀释

的中性洗涤剂将蜡擦拭干净。

驻车引导

驻车引导功能设计在驾驶员驻车时提供引导。

驻车引导通过俯视图、前/后视图和语音引导

为驾驶员提供有用的信息 (如倒车的开始位置

和引导车辆在停车位或平行驻车时在目标位置

驻车的转向角度)。系统通过在屏幕上显示线

条和矩形并发出语音引导为驻车提供步骤说

明。

. 系统通过处理摄像头的图像检测地面上的

驻车线路，并在驻车线路的中心显示矩形

以设置驻车目标。

. 当停车位上无驻车线路或无法检测到停车

位的驻车线路时，目标驻车矩形显示在默

认位置。

. 当检测到停车位上有多条线路时，候选目

标驻车矩形将以绿色显示。触摸其中一个

绿色矩形以设置目标驻车位置。矩形的颜

色将变蓝色。

如何根据驻车引导进行驻车

警告:

驻车引导是一个驻车步骤的引导系统。它不能

防止车辆与障碍物的碰撞。务必查看车外并确

认是否可以安全移动。

. 在以下操作和环境下，驻车引导能无法正

常作用:

— 加速、使用制动器、转动方向盘、移动

换档杆的突然加速操作

— 在不平整的表面上，如丘陵和崎岖/阶
梯型道路

— 在湿滑表面，如积雪道路

— 装上轮胎防滑链时

— 当摄像头损坏和视图图像受影响时

— 当车辆以极低速持续移动时

— 当车轮未校正时

. 当遵循驻车步骤而车辆从驻车矩形中偏移

时，请调整位置。

. 驻车引导在以下情况下终止:

— 当车速高于 10 km/h (6 MPH) 时

— 当驻车步骤不遵循指引时

— 当选择屏幕上的“结束”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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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H0380X

1. 在距离停车地点约 1 m (3 ft) 处停止车

辆。

2. 按下 CAMERA 按钮显示俯视图，然后选

择“停车引导”键。

3. 从右边屏幕的菜单中选择驻车方式。

可选项目:
. 向后 (左)
. 向后 (右)
. 平行 (左)
. 平行 (右)

JVH0381X

4. 将显示驻车位置调整屏幕。设置目标驻车

位置。

用方向键 ② 和旋转按钮 ③ 调整目标驻车

矩形 (蓝色) ① 以使间隔引导线 (红色) ④

不与车辆周围的障碍物重叠。间隔引导线

(红色) ④ 将与目标驻车矩形 (蓝色) ① 一

起移动。

5. 当 目 标 驻 车 位 置 已 设 置 ， 选 择 “ 开

始”键。根据以下驻车引导步骤操作车

辆。

如何读取显示的引导线

JVH0382X

倒车开始位置矩形 ① (绿色):

显示倒车的开始位置。矩形的位置和颜色将根

据方向盘的角度改变。

. 绿色: 表示推荐的位置。

. 黄色: 表示需要多步驻车操作。

. 红色:表示没有驻车引导。驾驶员必须在无

指引下驻车。

目标驻车矩形 ② (蓝色):

表示目标驻车位置。

间隔引导线 ③ (红色):

表示驻车所需设置的估算空间的障碍物位置。

目标路线 ④ (绿色):

表示将车辆停入目标驻车位置的所需路线。

预计路线 ⑤ (橙色):

操作车辆时显示预计路线。

预计路线会在方向盘转动时移动。转动方向

盘，直至预计路线与目标路线重叠。

操作要点

. 当根据引导转动方向盘时，完全停下车

辆。需要保持方向盘位置直至车辆到达目

标停车位置 (在显示屏的矩形内) 以及蜂鸣

声鸣响。

. 当车辆在引导过程中移动时将听到间歇提

示音，当车辆每一步操作进入目标位置时

蜂鸣器将鸣响。蜂鸣器鸣响时停止车辆并

遵循下一步指引。

. 根据不同的状况可能需要多步驻车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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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选择平行驻车上的“狭路模式”键时，
将启动狭路驻车模式。狭路驻车模式可用

于引导驾驶员在狭窄空间内驻车。在此模

式中，目标驻车矩形将变成黄色且目标驻

车矩形和障碍物引导线之间的空间将变

窄。在此模式中，需要多步驻车操作。

中央出风口

SAA2149

中央

向不同的方向移动控制键打开/关闭出风口。

: 这个符号表示出风口已关闭。向这个方向
移动侧控制键，将关闭出风口。

: 这个符号表示出风口已打开。向这个方向
移动侧控制键，将打开出风口。

通过移动中央控制钮 (上/下、左/右) 调节出

风口的气流方向至所需位置。

侧出风口

SAA2150

侧

向不同的方向移动控制键打开/关闭出风口。

: 这个符号表示出风口已关闭。向这个方向
移动侧控制键，将关闭出风口。

: 这个符号表示出风口已打开。向这个方向
移动侧控制键，将打开出风口。

通过移动中央控制钮 (上/下、左/右) 调节出

风口的气流方向至所需位置。

出风口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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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出风口

SAA0564B

后

向不同的方向移动控制键打开/关闭出风口。

: 这个符号表示出风口已关闭。向这个方向
移动侧控制键，将关闭出风口。

: 这个符号表示出风口已打开。向这个方向
移动侧控制键，将打开出风口。

通过移动中央控制钮 (上/下、左/右) 调节出

风口的气流方向至所需位置。

警告:

. 仅当发动机运转时，加热器和空调才可以

工作。

. 切勿让儿童或需要他人看护的成人单独留

在车内。也不要将宠物单独留在车内。他

们/它们可能会无意地触动开关或控制键，
从而导致严重事故并伤及自身。在炎热晴

朗的天气里，密闭车厢内的温度会快速升

高，可能对人或动物造成严重或致命的伤

害。

. 请勿长时间使用车内循环模式，否则可能

会导致车内空气混浊和车窗起雾。

. 为能全神贯注地驾驶车辆，开车时请勿调

节加热器和空调控制键。

当发动机运转时，加热器和空调才可以工作。

即使发动机已关闭且点火开关在“ON”位置，
鼓风机也可以工作。

注:
. 从车内和车外散发出的气味会积蓄在空调

单元中。气味会通过出风口进入乘客舱。

. 驻车时，设置加热器和空调控制键关闭空

气内循环，以使新鲜空气进入乘客舱。这

样可以帮助减少车内的气味。

SAA2408

当按下 STATUS 按钮时，会显示空调状态屏

幕。(请参见“如何使用 STATUS (状态) 按

钮” (4-5 页)。)

操作要点

SIC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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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3629

当发动机冷却液温度和车外温度很低时，脚部

出风口的空气可能不流通。但是，这并非故

障。当冷却液温度上升后，脚部出风口的空气

将正常流通。

仪表板上的传感器 Ⓐ 和 Ⓑ 有助于保持恒定温

度。请勿在传感器上或其周围放置任何物品。

自动空调

SAA2976

1. “AUTO”自动操作按钮/温度控制旋钮 (驾驶员

侧)

2. “A/C”空调 ON/OFF 按钮*

3. “ ”风扇转速提高按钮

4. “ ”前除雾器按钮

5. “MODE (模式)”手动气流控制按钮*

6. “DUAL”区域控制 ON/OFF 按钮/温度控制旋钮

(乘客侧)*

7. 气候控制系统“OFF”按钮

8. “ ”风扇转速降低按钮

9. “ ” 后车窗除雾器按钮 (请参见“除雾器

开关” (2-24 页)。)

10. “ ”自动空气内循环按钮/进气控制

按钮 (带高级车内环境控制系统的车型)

自动操作 (AUTO)

AUTO 模式可全年使用，因为在手动设定所需温

度后，系统将自动控制恒定温度、气流分布和

风扇转速。

要关闭加热器和空调，请按下“OFF”按钮。

制冷和除湿加热:

1. 按下“AUTO”按钮。

(AUTO 指示灯将点亮，且“AUTO”将在显

示屏上显示。)

2. 如果 A/C 指示灯未点亮，按下“A/C”按

钮。

(A/C 指示灯将点亮。)

3. 转动温度控制旋钮 (驾驶员侧) 设定所需温

度。

. 当 DUAL 指示灯熄灭时:

- 按下驾驶员侧“AUTO”按钮改变驾驶

员侧和前排乘客侧的温度。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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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乘客侧“DUAL”按钮仅改变前排

乘客侧的温度。(DUAL 指示灯将点

亮，且“DUAL”将在显示屏上出

现。)
. 要分别设置驾驶员和前排乘客的所需温

度，按下“DUAL”按钮，指示灯点亮，
然后转动相应的温度控制旋钮。

. 要取消独立温度设定，按下“DUAL”按

钮，指示灯熄灭，驾驶员侧温度设定可

同时应用于驾驶员侧和前排乘客侧。

4. 按下进气控制按钮，直到“ ”侧上的

指示灯点亮。启动高级车内环境控制系

统，将进入自动进气控制。

在湿热环境下，由于空气在快速冷却可能会看

到出风口中冒出雾气。这并非故障。

加热 (A/C 关闭):

1. 按下“AUTO”按钮。

(AUTO 指示灯将点亮，且“AUTO”将在显

示屏上显示。)

2. 如果 A/C 指示灯点亮，按下“A/C”按钮。

(A/C 指示灯将熄灭。)

3. 转动温度控制旋钮设定所需温度。

. 当 DUAL 指示灯熄灭时:

- 按下驾驶员侧“AUTO”按钮改变驾驶

员侧和前排乘客侧的温度。

- 按下乘客侧“DUAL”按钮仅改变前排

乘客侧的温度。(DUAL 指示灯将点

亮，且“DUAL”将在显示屏上出

现。)

. 要分别设置驾驶员和前排乘客的所需温

度，按下“DUAL”按钮，指示灯点亮，
然后转动相应的温度控制旋钮。

. 要取消独立温度设定，按下“DUAL”按

钮，指示灯熄灭，驾驶员侧温度设定可

同时应用于驾驶员侧和前排乘客侧。

4. 按下进气控制按钮，直到“ ”侧上的

指示灯点亮。启动高级车内环境控制系

统，将进入自动进气控制。

. 切勿将温度设置低于车外温度。否则会

导致不能正确控制温度。

. 如果车窗起雾，使用除湿加热代替 A/C
关闭加热。

除湿除霜/除雾:

1. 按下“ ”按钮。(指示灯将点亮。)

2. 转动温度控制旋钮设定所需温度。

. 要从挡风玻璃的外表面快速除霜，将温

度控制和风扇转速控制设定到最大位

置。

. 清洁挡风玻璃后，请按下“AUTO”按钮

设定为自动模式。

. 当按下“ ”按钮时，一旦车外温度

高于 −58C (238F)，空调将自动打开为

挡风玻璃除雾。空气内循环模式将自动

关闭。将选择空气外循环模式提高除雾

性能。

手动操作

可以使用手动模式控制加热器和空调到所需设

定。

要关闭加热器和空调，请按下“OFF”按钮。

风扇转速控制:

按下风扇转速控制按钮“ ”提高风扇转

速。

按下风扇转速控制按钮“ ”降低风扇转

速。

按下“AUTO”按钮将风扇转速更改为自动模

式。

气流控制:

按下“MODE”按钮改变气流模式。

: 来自中央和侧出风口的气流。

: 来自中央、侧出风口和脚部出风口的气
流。

: 主要来自脚部出风口的气流。

: 来自除雾器和脚部出风口的气流。

温度控制:

转动温度控制旋钮设定所需温度。

空气内循环:

按 下 进 气 控 制 按 钮 使 车 内 的 空 气 再 循

环。“ ”侧的指示灯将点亮。

当空调处于前除雾模式时，无法启动空气内循

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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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外循环:

按下进气控制按钮将车外空气吸入乘客舱。

”侧和“ ”侧的指示灯将熄灭。

如果车辆前方无扬尘，该位置可有效防止灰尘

进入。

自动进气控制:

在 AUTO 模式下将自动控制进气。要手动控制

进气，按下进气控制按钮。

要返回自动控制模式，按住进气控制按钮直

至“ ”侧指示灯点亮。启动高级车内环境

控制系统，将进入自动进气控制。

关闭系统

按下 OFF 按钮。

高级车内环境控制系统

高级车内环境控制系统使用离子控制以及尾

气/车外异味检测传感器进行自动进气控制保

持车内空气清洁。

尾气/车外异味检测传感器:

该车配备尾气/车外异味检测传感器。自动进

气控制打开时，传感器可检测如浆状物质或化

学物品的工业气味，以及如汽油或柴油的尾

气。检测到工业气味或尾气时，系统自动从空

气外循环模式切换到空气内循环模式。

在 下 列 情 况 下 按 下 进 气 控 制 按 钮

时，“ ”侧的指示灯将点亮，并且尾气/车
外异味检测传感器将启动。

. 气流控制不在前除雾器模式中 (前除雾

器“ ”按钮上的指示灯熄灭)。

. 车外温度大约在 08C (328F) 或以上。

在自动进气控制模式启动时，在前 5 分钟选择

内循环模式防止灰尘、污物和花粉进入车内，
并清洁车内空气。

在 5 分钟后，传感器检测尾气/车外异味并自

动在空气内循环和空气外循环模式之间切换。

离子控制:

SAA3349

该装置向从出风口吹出的空气中产生高浓度除

菌离子，并减少车内饰件中吸收的异味。

空调打开时，此系统自动产生除菌离子。

空气的流量越大，产生的除菌离子就越多。当

气流大时，屏幕上显示“ ”；当气流小

时，屏幕的显示变为“ ”。

空调检修

警告:

空调系统包含高压制冷剂。为避免人身伤害，
应由具有设备维修经验的维修技师对空调进行

维修。

车辆空调系统中填充的是环保型制冷剂。

这种制冷剂不会破坏地球的臭氧层。但是，它

对全球变暖还是有微弱的影响。

维修车辆空调时，应使用专用的填充设备和润

滑剂。使用不适当的制冷剂或润滑剂将会导致

空调系统严重损坏。(请参见“空调系统制冷

剂和润滑油” (9-4 页)。)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可以对环保型空调系

统进行检修。

空调滤清器

空调系统装备有天然葡萄籽多酚滤清器，以收

集及中和污物、花粉和尘土等。为确保空调能

有效地加热、除雾和通风，请按照另附的《保

修和保养手册》中指定的保养周期更换滤清

器。要更换滤清器，请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

迪经销店。

如果气流明显下降，或在操作加热器或空调时

车窗易起雾，请更换滤清器。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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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响操作注意事项

警告:

为能全神贯注地驾驶车辆，驾驶时切勿调节音

响系统。

收音机

. 电台信号强度、无线电波发射距离、建筑

物、桥梁、山以及其他外部因素都会影响

无线电接收。接收质量的不稳定一般是由

于这些外部因素引起的。

. 在车内或靠近车辆使用手机也会影响无线

电接收质量。

光盘 (CD) 播放器

SAA0480

. 在寒冷的天气或雨天，播放器可能会因潮

湿而出现故障。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从

CD 播放器中取出 CD，并使播放器完全干燥

或彻底通风。

. 在粗糙路面上行驶时，音乐播放可能会跳

动。

. 乘客舱内温度过高时，CD 播放器有时可能

无法工作。使用前，请先降低温度。

. 请勿将 CD 暴露在阳光直射的地方。

. 劣质或有污迹、刮痕、指纹或针眼的 CD 可

能无法正常播放。

. 下列 CD 可能无法正常播放。

— 防拷贝光盘 (CCCD)

— 可刻录光盘 (CD-R)

— 可擦写光盘 (CD-RW)

. 请勿使用下列 CD，否则会损坏 CD播放器。

— 8 cm (3.1 in) 光盘

— 非圆形的 CD

— 带纸质标签的 CD

— 翘曲、有刮痕或不规则边缘的 CD。

. 该音响系统仅能播放预刻录的 CD。不能记

录或刻录 CD。

. 如果 CD 无法正常播放，会显示以下信息之

一。

检查光盘:

— 确认 CD 正确插入 (CD 标签朝上等)。

— 确认 CD 没有弯曲、变形或刮痕。

推进弹出:

这是由于播放器内部温度过高所导致的故

障。按下弹出按钮弹出 CD，稍等片刻再重

新插入 CD。当播放器的温度恢复正常时，
可以播放 CD。

无法播放:

此音响系统不能播放除 MP3/WMA/AAC 以外

格式的音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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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多功能光盘 (DVD) 播放器 (如装备)

LHA0484

版权和商标:

. 本 系 统 采 用 的 技 术 受 到 美 国 专 利 和

Macrovision 公司和其他权利持有者所有

的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

. 未经 Macrovision 公司允许，不得擅自使

用 此 项 受 版 权 保 护 的 技 术 。 未 经

Macrovision 公司许可，此技术仅限个人

使用。

. 禁止改装和分解。

. 杜比数码由杜比实验室有限公司授权制

造。

. Dolby 和双 D 标志“ ”是杜比实验室有

限公司的商标。

. DTS 是 DTS 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DTS
2.0“ ”是 DTS 有限公司的商标。

家长级别 (家长监控):

此系统可以播放带家长监控设置的 DVD 光盘。

请自行判断来使用系统设定家长监控。

光盘选择:

您可以使用 DVD 驱动器播放下列格式的光盘:

. DVD-VIDEO

. VIDEO-CD

. DTS-CD

使用区域码为“ALL”或区域码适用于您的 DVD
播放器的 DVD。(DVD 光盘 Ⓑ 上印有区域码 Ⓐ

小符号。)车载 DVD 播放器只能播放有适用区

域码的 DVD 光盘。

请勿使用下列 DVD 光盘，否则会损坏 DVD 播放

器。

. 8 cm (3.1 in) 光盘

. 带不兼容区域码的 DVD

. 非圆形的 DVD

. 带纸质标签的 DVD

. 翘曲、有刮痕或边缘异常的 DVD 光盘

下列 DVD 光盘可能无法正常播放。

. 可刻录数字视频光盘 (DVD-R)

. 可重写数字视频光盘 (DVD-RW)

USB (通用串行总线) / iPod

警告:

驾驶过程中切勿连接、断开或操作 USB 存储装

置。否则会分散注意力。如果分散注意力，可

能会导致车辆失控，从而引发事故或导致严重

受伤。

注意:

. 切勿强制将 USB 存储装置插入 USB 接口。

倾斜或颠倒插入 USB 存储装置可能会损坏

USB接口。确保将 USB存储装置正确连接到

USB 接口上。

. 将 USB 存储装置从接口中拔出时，切勿紧

抓 USB 接口盖 (如装备)。否则会损坏接口

和接口盖。

. 切勿将 USB 连接线留在不经意可拔出的地

方。拉扯连接线可能会损坏接口。

车辆没有配备 USB 存储装置。视需要单独购买

USB 存储装置。

该系统无法用于格式化 USB 存储装置。如需格

式化 USB 存储装置，请使用个人电脑。

在某些州/区域，由于法规限制，即使车辆停

驻，前排座椅播放的 USB 存储装置只有声音没

有图像。

该系统支持多种 USB 存储装置、USB 硬盘驱动

器和 iPod 播放器。该系统可能不支持某些 USB
存储装置。

. 有分区的 USB 存储装置可能无法正确播

放。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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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屏上不能正确显示其他语言 (中文、日

文等) 使用的字符。推荐 USB 存储装置中

使用英文字符。

USB 使用一般注意事项:

关于设备的正确使用和保养，请参见设备制造

商的用户信息。

iPod 的使用注意事项:

iPod 是 Apple Inc.的商标，注册于美国和其他

国家。

. 错误插入 iPod 可能会导致检查标记时而显

示时而消失 (闪烁)。务必确保 iPod 连接

正确。

. 如果在 iPod nano (第一代) 搜索操作过程

中进行连接，则可能会保持快进或快退模

式。在此情况下，请手动重启 iPod。

. 如果断开了正在进行搜索操作的 iPod nano
(第二代)，则可能会继续快进或快退。

. 当 iPod nano (第二代) 在播放期间更改其

播放模式时，可能会出现错误的歌曲标题

. 有声读物的播放顺序可能会与 iPod 中显示

的顺序不同。

. 大视频文件可能会导致 iPod 响应慢。车辆

中央显示屏可能会随时被中断，但会很快

恢复。

. 随机播放模式时，如果 iPod 自动选择大的

视频文件，车辆中央显示屏可能会随时被

中断，但会很快恢复。

Bluetooth®音响播放器

. 某些 Bluetooth® 音响设备可能无法在该系

统中使用。有关可在该系统中使用的

Bluetooth® 音响设备的详细信息，请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

. 使用 Bluetooth® 音响系统之前，需要执行

音响装置的初始注册程序。

. Bluetooth®音响系统的操作根据所连接的

音响设备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使用之前确

认操作程序。

. Bluetooth® 音响设备的播放在下列情况下

出现暂停现象。完成下列操作后恢复播

放。

— 使用免提电话时

— 使用手机检查连接时

. 系统内置有 Bluetooth® 通信功能的车内天

线。请勿将 Bluetooth® 音响设备放置在周

围有金属的地方、离系统距离过远的地方

或离身体或座椅距离过近的狭窄空间。否

则会出现声音变质和连接干扰的现象。

. 使用 B l u e t o o t h® 无线连接来连接

Bluetooth® 音响设备时，设备的电池电源

会比平时消耗得更快。

. 此系统兼容 Bluetooth® 音像应用模式

(A2DP 和 AVRCP)。

. 无线 LAN (Wi-Fi) 和 Bluetooth® 功能使用

同样的频段 ( 2 . 4 G H z )。同时使用

Bluetooth® 和无线 LAN 功能可能会减弱通

信 或 使 通 信 断 开 并 导 致 异 响 。 使 用

Bluetooth® 功能时，建议您关闭无线 LAN
(Wi-Fi)。

Bluetooth® 为蓝牙 SIG 有限
公司所属商标，并已授权予
Clarion 有限公司。

音乐盒

刻录:

. 请注意，由系统损坏、操作不当或故障而

导致数据丢失或数据无法保存在硬盘驱动

器上的故障不在保修范围内。

. 除个人使用外，禁止刻录未经版权所有者

允许的音乐。

. 光盘不能刻录时，刻录后请检查音乐是否

已经妥善地保存到了硬盘驱动器上。

. 由于高速刻录和光盘的状况，有些音乐无

法刻录。

. 在光盘的录制过程中，当车辆在粗糙路面

行驶或发生过度振动时，跳跃音可能会被

刻录下来。

. 如果跳跃音被刻录，指示跳跃音的符号会

显示出来。

. 出现跳跃音或光盘质量很差时，无法进行

声音刻录。

. 含有串行复制管理系统 (SCMS) 的曲目无法

进行刻录。

. 如果光盘有刮痕或污迹，可能无法刻录，
会出现跳跃音或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刻

录。

标题自动下载:

. 自动下载的标题信息可能和实际的标题信

息有所不同。

. 刻录新发行的光盘时，标题信息可能无法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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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盘的标题信息可以更新。(请参见“编辑

已刻录的数据信息” (4-50 页)。)

DivX 格式的光盘 (CD)/数码多功能光盘
(DVD)/USB 存储装置

浏览限制:

. 文件包含浏览限制时，用户需要获取用户

账号并将设备注册为播放器。在 USB 存储

装置和光盘上保存带有浏览限制的 DivX 格

式的文件后， 请勿插入光盘或连接 USB 存

储装置。浏览限制的计数可能无法正常执

行。

. 当文件不包含浏览限制时，无需进行用户

注册。

DivX:

DivX 是一种压缩格式，是由 DivX 公司基于

MPEG-4 标准开发的技术。DivX 技术在保持高

清晰画面质量的同时可以实现高度压缩文件的

制作。压缩文件包含有声音、菜单、字幕和子

音频曲目。DivX 文件被上传到 DivX.com。下

载媒体并且使用专用的 DivX 工具后，可以制

作出原版音像内容。

商标:

DivX、DivX 认证和相关的标志均属于 DivX 有

限公司的商标。

MP3/WMA/AAC 格式的光盘 (CD)/数码多功能
光盘 (DVD)/USB 存储装置

名词:

. MP3 — MP3 是 Moving Pictures Experts
Group Audio Layer 3 的缩写。MP3 是最出

名的压缩数字音频文件格式。该格式可以

提供接近“CD 质量”的声音，但是大小仅

是普通音频文件的几分之一。MP3 是从 CD
的音轨转换而来，比原来音频文件小十分

之一 (采样: 44.1 kHz，比特率: 128 kbps)
且几乎感觉不到音质损耗。MP3 压缩消除

了人耳朵无法听见的多余的和无关的声音

信号部分。

. WMA — Windows Media Audio (WMA) 是微软

公司推出的与 MP3 齐名的压缩音频格式。

WMA 编码器可提供比 MP3 编码器更好的文

件压缩，与同等质量水平的 MP3 相比，它

可以在相同的空间内存储更多的数字音频

曲目。

. AAC — 高级音频编码 (AAC) 是一种压缩音

频格式。AAC 的文件压缩率远大于 MP3，并

且可进行与 MP3 同等质量的音乐文件制作

和存储。

. 比特率 — 比特率代表数字音乐文件每秒钟

的比特数。压缩数字音频文件的大小和质

量由文件编码时使用的比特率决定。

. 采样频率 — 采样频率是每秒将模拟转换为

数字 (A/D 转换) 的信号转换速率。

. 多区段 — 多区段是将数据写入介质的一种

方法。将数据一次写入介质称为单一区

段，写入多次称为多区段。

. ID3/WMA 标签 — ID3/WMA 标签是编码 MP3
或 WMA 文件的一部分，其中包含有关数字

音乐文件的信息，例如歌曲标题、艺术

家、专辑标题、编码比特率、曲目持续时

间等。ID3 标签信息会显示在显示屏的专

辑/艺术家/曲目标题行内。
* Windows® 和 Windows Media® 是美国微软公司

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和/或商标。

播放顺序:

SAA2494

包含上图所示的 MP3/WMA/AAC 的 CD 的音乐播

放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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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nhauto.com公www.inhauto.com公司www.inhauto.com司推www.inhauto.com推出www.inhauto.com出的www.inhauto.com的与www.inhauto.com与 MP3www.inhauto.comMP3 齐www.inhauto.com齐名www.inhauto.com名的www.inhauto.com的压www.inhauto.com压缩www.inhauto.com缩音www.inhauto.com音频www.inhauto.com频格www.inhauto.com格式www.inhauto.com式。www.inhauto.com。

WMAwww.inhauto.comWMA 编www.inhauto.com编码www.inhauto.com码器www.inhauto.com器可www.inhauto.com可提www.inhauto.com提供www.inhauto.com供比www.inhauto.com比 MP3www.inhauto.comMP3 编www.inhauto.com编码www.inhauto.com码器www.inhauto.com器更www.inhauto.com更好www.inhauto.com好的www.inhauto.com的文www.inhauto.com文



Black plate (135,1)

[ Edit: 2013/ 11/ 7 Model: S51-A ]

. 不包含 MP3/WMA/AAC 文件的文件夹名，将

不会在显示屏上显示。

. 如果光盘的根文件夹里有文件，则显

示“根文件夹”。

. 播放顺序是写入软件写入数据的顺序，所

以文件不会按照您所需的顺序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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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表:

支持媒体 CD、CD-R、CD-RW、DVD-ROM、DVD±R、DVD±RW、DVD±R DL、USB2.0

支持文件系统

CD、CD-R、CD-RW、DVD-ROM、DVD+R、DVD+RW、DVD+R DL*5: ISO9660 LEVEL1、ISO9660 LEVEL2、Romeo、Joliet
* 不支持 ISO9660 Level 3 (封包式写入)。
* 不支持活动文件系统组件 (系统为 Windows Vista 的电脑) 保存的文件。
UDF Bridge (UDF1.02+ISO9660)、UDF1.5、UDF2.0
* 不支持 VDF1.5/VDF2.0 (封包式写入)。

USB 存储装置: FAT16、FAT32

支持
版本*1

MP3

版本 MPEG-1 音频层 3

采样频率 8 kHz - 48 kHz

比特率 8 kbps - 320 kbps，VBR*3

WMA*2

版本 WMA7、WMA8、WMA9

采样频率 32 kHz - 48 kHz

比特率 32 kbps - 192 kbps，VBR (Ver.9)*3

AAC

版本 MPEG-AAC

采样频率 8 kHz - 96 kHz

比特率 16 kbps - 320 kbps，VBR*3

标签信息 (歌曲标题和艺术家名称)
ID3 标签 VER1.0、VER1.1、VER2.2、VER2.3、VER2.4 (仅 MP3)

WMA 标签 (仅 WMA)

文件夹层级 文件夹层级: 8，文件夹: 255 (包括根文件夹)，文件: 5000 (一个文件夹最多包含 255 个文件)

可显示字符代码*4
01:ASCII，02: ISO-8859-1、03: UNICODE (UTF-16 BOM Big Endian)、04: UNICODE (UTF-16 Non-BOM Big Endian)、
05: UNICODE (UTF-8)、06: UNICODE (Non-UTF-16 BOM Little Endian)、07: SHIFT-JIS

*1 以 48 kHz 的采样频率和 64 kbps 的比特率创建的文件不能播放。

*2 不能播放受保护的 WMA 文件 (DRM)。

*3 播放 VBR 文件时，可能无法正确显示播放时间。WMA7 和 WMA8 不适用于 VBR。

*4 可用代码取决于媒体类型、版本以及所要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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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指南:

症状 原因及应对措施

不能播放

检查光盘是否正确插入。

检查光盘是否有刮痕或污迹。

检查播放器内是否有凝结物，如果有，在使用播放器前，请先等待凝结物消失 (约 1 小时)。

如果存在由温度升高引起的故障，当温度恢复到正常温度时，CD 播放器即可正常工作。

如果 CD 中存在 CD 文件 (CD-DA 数据) 和 MP3/WMA/AAC 文件，仅播放音乐 CD 文件 (CD-DA 数据)。

只能播放后缀名为“.MP3”、“.WMA”、“.M4A”、“.mp3”、“.wma” 或 “m4a” 的文件。另外，文件夹名称和文件名称的
字符编码和字符数应符合规格。

检查光盘或文件的格式是否正确。根据 MP3/WMA/AAC 写入应用程序或其他文本编辑应用程序的变化或设置，可能会出现这种情
况。

检查是否完成光盘刻录操作，比如磁区关闭和磁盘封闭。

检查光盘是否有版权保护。

音质差 检查光盘是否有刮痕或污迹。

在音乐开始播放前有一段比较长的
时间。

如果在一张 MP3/WMA/AAC 光盘上有多个文件夹或文件层级，则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后才可播放音乐。

音乐断播或跳过 写入软件和硬件组合可能不匹配，或写入速度、写入深度、写入宽度等与规格不匹配。尝试使用最低的写入速度。

跳过高比特率文件 该现象可能发生在大数据量文件，比如高比特率文件。

播放时迅速跳移到下一歌曲。
当非 MP3/WMA/AAC 格式文件被添加“.MP3”、“.WMA”、“.M4A”、“.mp3”、“.wma” 或 “m4a”等扩展名时，或受版权保
护禁播时，播放器会跳到下一曲目。

歌曲不按所需顺序播放。 播放顺序是写入软件写入数据的顺序，所以文件不会按照您所需的顺序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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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天线

车顶天线

拆卸天线:

SAA2102

必要时，可拆下天线。

要拆下天线，拿住天线底端并逆时针转动。

要安装天线，顺时针转动天线并拧紧。

注意:

为了避免使天线损坏或变形，务必在下列情况

下拆下天线。

. 车辆进入自动洗车装置时。

. 车辆进入天花板较低的车库时。

. 用车罩盖住车辆时。

带 CD 播放器的 FM-AM 收音机

SAA3663

1. ON·OFF (开/关)按钮/VOLUME (音量)控制旋钮

2. AUTO.P (自动预置) 按钮

3. SCAN·RPT (扫描/重播) 按钮

4. REW (快退) 按钮/SEEK (搜索)/TRACK (曲目) 按

钮

5. FF (快进) 按钮/SEEK (搜索)/TRACK (曲目) 按

钮

6. 收音机调谐/MP3·WMA 文件夹选择/音响控制旋

钮

7. CD/DVD 弹出按钮

8. 收音机记忆按钮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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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2841

1. 收音机波段选择按钮

2. DISC·AUX (光盘·附件) 按钮

音响主要操作

当点火开关在“ACC” 或 “ON”位置时，音响

系统工作。

电源 ON·OFF:

要打开音响系统，请按下 ON·OFF 按钮。

. 系统将以上次关闭时所用模式打开 (收音机

或 CD)。

. 如果没有载入 CD，将打开收音机。

按下收音机波段选择按钮或 DISC·AUX 按钮直

接打开收音机。

要关闭音响系统，请按下 ON·OFF 按钮。

音量控制:

要控制音量，转动 VOLUME 控制旋钮。

. 顺时针转动旋钮增大音量。

. 逆时针转动旋钮降低音量。

调节音质和扬声器声音平衡:

要调节低音、高音、左右平衡和前后平衡，按

下音响 AUDIO 控制旋钮。当您想更改所显示的

设定 (低音、高音、左右平衡或前后平衡)
时，转动 AUDIO 控制旋钮更改所需设定。有关

其他设置方法，请参见“如何使用 SETTING
(设置) 按钮” (4-7 页)。

FM-AM 收音机操作

当点火开关在“ACC” 或 “ON”位置时，音响

系统工作。

收音机波段选择按钮:

在音响系统关闭时，如果按下收音机波段选择

按钮，音响系统将打开，且收音机将开始广播

上一次收听的电台广播。

当按下收音机波段选择按钮时，如果此时正在

播放另一音响模式，则该音响源将自动关闭，
上一次收听的电台打开。

要更改收音机波段 (AM、FM1、FM2)，请按收音

机波段选择按钮。

AM ? FM1 ? FM2

当立体声广播信号变弱时，收音机会自动从立

体声切换至单声道接收。

TUNE (调谐) 旋钮:

当手动调节电台频率时，转动 TUNE 旋钮直至

搜索到所需频率。

SEEK (搜索) 按钮:

自动调节电台频率时，按下 SEEK 按钮。当系

统检测到广播电台时，它将停在该电台处。

SCAN·RPT (扫描·重播) 按钮:

当按下 SCAN·RPT 按钮时，系统将搜索并在检

测到的电台处停 10 秒钟，然后开始搜索下一

个电台。

在这 5 秒内再次按下 SCAN·RPT 按钮停止搜

索。

① 至 ⑥ 收音机记忆按钮:

音响系统最多可以存储 12 个 FM 电台频率 (FM1
和 FM2) 和 6 个 AM 电台频率。

要手动存储电台频率:

1. 调谐至所需广播电台频率。

2. 按住收音机存储记忆按钮 ① 至 ⑥ 直至听

到嘟嘟声。(当按下存储记忆按钮时收音机

会静音。)

3. 声音将恢复，并且完成存储记忆。

4. 对所有其他存储记忆按钮执行步骤 1 到

3。

如果蓄电池电缆断开或音响保险丝熔断，收音

机记忆将被清除。在这种情况下，请重新设定

所需电台。

AUTO.P (自动预置) 按钮 (如装备):

在自动预置记忆中，音响系统能够存储 6 个 FM
和 6 个 AM 电台频率。

要自动存储电台频率，在打开收音机后按住

AUTO.P 按钮 1.5 秒钟以上。该电台将自动存入

自动预置记忆。

按下 AUTO.P 按钮 1.5 秒以下，可以在手动预

置记忆 (收音机存储记忆按钮) 和自动预置记

忆之间来回切换。使用自动预置记忆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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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屏上将出现“AUTO P”。

光盘 (CD) 播放器操作

当点火开关在“ACC” 或 “ON”位置时，音响

系统工作。

注意:

. 请勿将光盘强行插入槽中。否则会损坏播

放器。

. 请勿使用 8 cm (3.1 in) 的光盘。

DISC·AUX 按钮:

在音响系统已关闭且装入 CD 时按下 DISC·AUX
按钮，音响系统将打开，CD 开始播放。

音响文本 :

要在屏幕上显示 CD 文本 (仅写入 CD 的文本)，
在播放 CD 时，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

选择屏幕上的“文本”键。屏幕上将显示下列

CD 文本。

(CD)

. 光盘标题

. 曲目标题

(MP3 或 WMA 格式的 CD)

. 文件夹标题

. 文件标题

. 歌曲标题

. 专辑标题

. 艺术家

快进/自动曲目搜寻快进/快退/自
动曲目搜寻快退:

如需快进或快退曲目，当 CD 正在播放时，按

下快进或快退按钮 1.5 秒钟以上。松开按钮

时，CD 将恢复正常播放速度。

CD 播放时如果按快进按钮不足1.5 秒，将播放

CD 里的下一首曲目。

当前曲目开始播放后 3 秒内如果按快退按钮不

足 1.5 秒，则将播放前一首曲目。

如果在当前曲目开始播放起 3 秒后按下快退按

钮不足 1.5 秒，则开始重新播放当前曲目 (如
果按下该按钮不足 3 秒钟，则会播放上一首曲

目)。

显示屏上显示 CD 播放模式屏幕时，也可以使

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来选择曲目。(显
示屏上方会显示“CD”。)

SCAN·RPT (扫描·重播) 按钮:

当播放 CD 时按下 SCAN·RPT 按钮，可按以下

方式更改播放模式:

(CD)

. 单曲重复播放:

CD 播放器重复播放当前曲目。

. 光盘随机播放:

CD 播放器按照随机顺序播放当前光盘的所

有曲目。

MP3/WMA/AAC 播放模式 :

如果在 CD 播放器中插入 CD 并且其包含有文本

数据 (如根文件夹名称、子文件夹名称、歌曲

标题和艺术家名称) 的 MP3/WMA/AAC 文件，则

将显示相关的文本数据。

要导航至下一个文件夹或在文件夹内导航，可

选择以下方式:

.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

. 转动滚动旋钮

. 使用方向盘上的音响控制开关上的调谐开

关

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进入子文件夹。新的显示

界面将会显示 MP3/WMA/AAC 文件或其他的子文

件。若要返回上一文件夹，按下 BACK 按钮。

播放刻录有 MP3/WMA/AAC 格式文件的 CD 光盘

时，反复按下 SCAN·RPT 按钮将会按如下更改

播放模式:

. 文件夹重复播放:

CD 播放器重复播放当前文件夹中所有的

MP3/WMA/AAC 文件。

. 单曲重复播放:

CD 播放器重复播放当前曲目。

. 随机乐曲:

CD 播放器按照随机顺序播放当前光盘的所

有曲目。

. 文件夹随机播放:

CD 播放器随机播放当前文件夹中所有的

MP3/WMA/AAC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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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弹出按钮:

要弹出 CD 光盘，按下 按钮。

在 CD 播放过程中按下该按钮，CD 将自动弹出

且系统关闭。

如果 CD 弹出，但是没有取下，它将缩回槽内

以保护 CD。

CD 设置

SAA2608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菜

单”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调整下列设定。

. 切换播放模式: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所需播

放模式并按下 ENTER 按钮。

. 选择歌曲并录音:

自动刻录功能未启动时，请手动刻录正在

播放的 CD 曲目。可以选择需要刻录的曲

目。

. 标题获取设置:

在刻录的曲目中加入标题信息时，可以从

Gracenote 数据库或刻录在 CD (文本程式

化 CD) 里的文本信息接收信息。

. 自动录音:

此项目打开时，插入 CD 光盘后音乐盒自动

开始刻录。

. 设定录音音质:

设定录音音质为: 105 kbps 或 132 kbps。
默认值设定为 132 kbps。

数码多功能光盘 (DVD) 播放器操作

注意事项

. 使用 DVD 娱乐系统时，起动发动机。

. 使用区域码为“ALL”或区域码适用于您的

DVD 播放器的 DVD。(DVD 光盘上方印有区

域码小符号。)车载 DVD 播放器只能播放有

适用区域码的 DVD 光盘。

. 由于法规限制，DVD播放器在前排座椅中央

显示屏上播放 DVD 时可能会只有声音没有

图像，即使在车辆驻车时也是如此。

警告:

驾驶车辆时，驾驶员切勿操作 DVD 系统或戴耳

机，以便把注意力集中在车辆的驾驶上。

注意:

. 只有车辆发动机运转时才可以操作 DVD。车

辆发动机关闭时长时间播放 DVD 会使车辆

蓄电池电量耗尽。

. 请勿使系统受潮。过度潮湿 (如泼溅液体)
会导致系统出现故障。

. 播放 VIDEO-CD 媒体时，此 DVD 播放器不能

保证所有 VIDEO-CD 格式的文件都能够播

放。

显示设置

如果要调节前显示屏的模式，播放 DVD 光盘时

按下 SETTING 按钮，然后使用 INFINITI 英菲

尼迪控制键选择“显示”键，并按下 ENTER 按

钮。

要调节显示屏的 ON/OFF、亮度、色调、颜色和

对比度，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各

按键， 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然后可以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

各项目。完成更改后，按下 BACK 按钮保存设

置。

播放 DVD 光盘

SAA3069

DISC (光盘) 按钮

将车辆停靠在安全的地方并施加驻车制动，以

操作 DVD 播放器并观看图像。

按下仪表板上的 DISC 按钮并将显示屏切换至

DVD 模式。

载入 DVD 光盘时，将会自动重新播放。

播放 DVD 时按下位于仪表板的 DISC 按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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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屏幕将会打开，并在显示一段时间后会自

动关闭。要再次打开，再次按下 DISC 按钮。

DVD 操作按键

要操作 DVD 驱动器，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

控制键选择操作屏幕上显示的所需按键。

暂停:

选择“ ”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暂停 DVD。
要恢复播放 DVD，使用“播放”键。

播放:

选择“ ”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开始播放

DVD，例如，DVD 暂停后。

停止:

选择“ ”按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停止播放

DVD。

/ 跳过:

选择“ ” 或 “ ”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

以向前/向后跳动章节。向前或向后跳过的光

盘播放章节数和按下 ENTER 按钮的次数一致。

CM>>/ CM<< (DVD-VIDEO，DVD-VR):

当在选择“ ” 或 “ ”后按下 ENTER 按

钮时，正在播放的媒体将向前/向后跳数秒

钟。使用此功能跳过商业广告。

静态画面播放/静态画面后退(DVD-AUDIO*):

选择“静态画面播放” 或 “静态画面后

退”后按下 ENTER 按钮，静止图像切换至后

一/前一图像。向前或向后的图像数和按下

ENTER 按钮的次数一致。

* 此系统可能不支持 DVD-AUDIO 格式的光盘。

主菜单:

播放 DVD 光盘时，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

制键选择屏幕上的“主菜单”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将会显示针对各光盘的主菜单。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光盘上的说明。

DVD 设置

SAA2412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设

置”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调整下列设定。

操作按键 (DVD-VIDEO，DVD-AUDIO) :

显示操作 DVD 菜单的操作按键。

: 移动光标选择一个 DVD 菜单。

回车: 进入所选菜单。

移动: 移动操作按键更改显示位置。

返回: 返回上一屏幕。

隐藏: 隐藏操作按键。

* 此系统可能不支持 DVD-AUDIO 格式的光盘。

标题菜单 (DVD-VIDEO):

显示针对各光盘的菜单。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见光盘随附的说明。

选择标题 (DVD-VIDEO):

每次选择“+”侧或“-”侧时，将会显示特定

标题的画面。

数字键盘输入 (DVD-VIDEO、VIDEO-CD 和 CD-
DA):

选择“数字键盘输入”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打

开数字输入屏幕。

输入您所要检索的数字然后使用 INFINITI 英

菲尼迪控制键选择“确定”按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将播放指定的标题/章节或播放

组/曲目。

角度 (DVD-VIDEO):

如果 DVD 包含不同的角度 (比如移动的图像)，
当前的图像角度将会切换至另一个角度。

选择“角度”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当选

择“+”侧或“-”侧时，角度将会改变。

角度标志 (DVD-VIDEO):

当该项打开时，如果能在不同的角度看到画

面，屏幕下方将显示一个角度的标志。

跳过菜单 (DVD-VIDEO):

当“跳过菜单”键打开时，DVD 菜单将自动配

置且直接播放内容。注意: 即使此项目已经打

开，某些光盘也可能无法直接播放。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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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跳过 (DVD-VIDEO):

CM 跳过的时间可以设定为 15、30 或 60 秒。

DRC (DVD-VIDEO):

DRC (动态范围控制) 可以实现杜比数码格式声

音动态范围的调谐。

DVD 语言 (DVD-VIDEO，VIDEO-CD):

选择“DVD 语言”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打开数

字输入屏幕。

输入所需语言的相应数字，并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确定”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DVD 主菜单语言将会切换至所选

择的语言。

显示:

调节屏幕的图像质量，选择所需调节项目并按

下 ENTER 按钮。

音响: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所需语

言，并按下 ENTER 按钮。

字幕 (DVD-VIDEO):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所需语

言，并按下 ENTER 按钮。

要关闭字幕，按住 ENTER 按钮直至发出嘟嘟

声。

画面设定 (DVD-VIDEO，VIDEO-CD):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在“全

屏”、“宽屏”、“正常” 或 “电影院”模

式中进行选择，然后再次按下 ENTER 按钮。

切换播放模式: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所需播放

模式并按下 ENTER 按钮。

USB 存储器操作

SAA2630

USB 存储装置相关信息在屏幕上显示。

音响主要操作

如图所示，打开控制台盖并连接 USB 存储装置

①。然后，反复按下 DISC·AUX 按钮切换至

USB 存储装置模式。

当播放 USB 存储装置时，如果系统关闭，按下

ON·OFF/VOL 控制旋钮将启动 USB 存储装置。

警告:

驾驶过程中切勿连接、断开或操作 USB 存储装

置。否则会分散注意力。如果分散注意力，可

能会导致车辆失控，从而引发事故或导致严重

受伤。

注意:

. 切勿强制将 USB 存储装置插入 USB 接口。

倾斜或颠倒插入 USB 存储装置可能会损坏

USB接口。确保将 USB存储装置正确连接到

USB 接口上。

. 将 USB 存储装置从接口中拔出时，切勿紧

抓 USB 接口盖 (如装备)。否则会损坏接口

和接口盖。

. 切勿将 USB 连接线留在不经意可拔出的地

方。拉扯连接线可能会损坏接口。

关于设备的正确使用和保养，请参见设备制造

商的用户信息。

可播放的文件

只有符合下列条件的文件才可以播放。

音乐文件:

. 文件格式: MP3 (“.mp3)、WMA (“.
wma”)、AAC (“.aac”)、M4A (“.m4a”)

. 文件大小: 2 GB 或以下

视频文件:

. 文件格式 DivX (“.divx”)、MPEG4 (ASF)
(“.afs”、“ .avi”)

. 文件大小: 2 GB 或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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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选择

SAA2414

当音乐文件和视频文件存储在 USB 存储装置中

时，将出现一个弹出式选择画面。当保存音乐

文件或视频文件时，文件将立即播放，不出现

弹出式选择画面。

. 如果文件包含浏览限制，将出现弹出式画

面确认余下的浏览限制。播放前请检查屏

幕上的消息。

. 由于法规限制，该系统在前排座椅中央显

示屏上播放 USB 存储装置时可能会只有声

音没有图像，即使在车辆停车时也是如

此。

音乐文件操作

SAA2415

DISC·AUX 按钮:

系统关闭且 USB 存储装置已经插入时，按下

DISC·AUX 按钮，系统将会启动。

如果正在播放另外一个音响源且 USB 存储装置

已插入，反复按下 DISC·AUX 按钮直至中央显

示屏切换至 USB 存储装置模式。

快进/自动曲目搜寻快进/快退/自动曲目搜寻

快退:

如需快进或快退曲目，当 USB 存储装置正在播

放时，按下 SEEK或 TRACK按钮 1.5秒钟以上。

松开按钮时，USB 存储装置将恢复正常播放速

度。在播放 USB 存储装置时，如果按下 SEEK
或 TRACK 按钮不足 1.5 秒，开始播放 USB 存储

装置的下一首曲目或重新播放当前曲目 (如果

按下按钮不足 3 秒则开始播放上一首曲目)。

在播放 USB 存储装置时，也可以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曲目。

文件夹选择:

若要切换至 USB 存储装置里的另外一个文件

夹，旋转 MP3/WMA/AAC 文件夹选择器。

SCAN·RPT 按钮:

要切换播放模式，反复按下 SCAN·RPT 按钮后

模式如下切换。

正常?文件夹重复播放?单曲重复播放?所

有歌曲混合/随机播放 ? 文件夹混合/随机播

放 ? 正常

菜单:

SAA2416

在播放期间有一些选项供选择。如有必要，选

择屏幕上显示的以下项目中的任意一项。

请参见各项目的以下信息。

. 返回视频文件列表:

播放存储在 USB 存储装置上的视频文件。

仅当 USB 存储装置上存储有视频文件时才

显示此项目。

. 文件夹列表/曲目列表:

列表显示存储在 USB 存储装置上的文件

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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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换播放模式: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所需播

放模式并按下 ENTER 按钮。

视频文件操作

SAA2929

将车辆停靠在安全的地方，让前排座椅乘员操

作 USB 存储装置，并观看电影。

DISC·AUX 按钮:

系统关闭且 USB 存储装置已经插入时，按下

DISC·AUX 按钮，系统将启动。

如果正在播放另外一个音响源且 USB 存储装置

已插入，反复按下 DISC·AUX 按钮直至中央显

示屏切换至 USB 存储装置模式。

操作按键

要操作 USB 存储装置，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

迪控制键选择显示在操作屏幕上的所需按键。

暂停:

选择“ ”按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暂停视频

文件。要恢复播放视频文件，使用“播

放”键。

播放:

选择“ ”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开始播放视

频文件，例如，视频文件暂停后。

停止:

选择“ ”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停止播放视

频文件。

跳过 (快进):

选择“ ”按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可向前跳

过章节。向前跳过的章节数和按下 ENTER 按钮

的次数一致。

跳过 (快退):

选择“ ”按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可向后跳

过章节。向后跳过的章节数和按下 ENTER 按钮

的次数一致。

显示列表: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视频文件

操作屏幕上的“显示列表”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显示文件列表。

设置:

SAA2418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设

置”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调整下列设定。

. 返回音乐文件列表:

播放存储在 USB 存储装置上的音乐文件。

仅当 USB 存储装置上存储有音乐文件时才

显示此项目。

. 切换播放模式:

切换播放模式。

. 数字键盘输入:

选择“数字键盘输入”键并按下 ENTER 按

钮打开数字输入屏幕。

输入您所要检索的数字然后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确定”按键。然后

按下 ENTER 按钮。将播放指定的标题/章节

或播放组/曲目。

. 调整显示效果:

调节屏幕的图像质量，选择所需调节项目

并按下 ENTER 按钮。

. DRC:

DRC (动态范围控制) 可以让您实现杜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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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格式声音动态范围的调谐。

. 语言: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所需语

言，并按下 ENTER 按钮。

. 字幕: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所需语

言，并按下 ENTER 按钮。

. 画面设定: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正

常”、“宽屏”、“电影院” 或 “全

屏”模式，然后按下 ENTER 键。

Bluetooth® 音响播放器操作

在某些国家不保证系统的兼容性。

无线 LAN (Wi-Fi) 和 Bluetooth® 功能使用同样

的频段 (2.4 GHz)。同时使用 Bluetooth® 和无

线 LAN 功能可能会减弱通信或使通信断开并导

致异响。使用 Bluetooth® 功能时，建议您关

闭无线 LAN (Wi-Fi)。

法规信息

Bluetooth® 商标:

Bluetooth® 为蓝牙 SIG 有限
公司所属商标，并且已授权
予 Clarion 有限公司。

CE 声明:

“Clarion 公司”特此声明此 AV 系统符合指令

1999/5/EC 的基本要求和相关条款。

FCC 法规信息:

. 注意: 要确保符合 FCC 的防 RF 辐射准则，
请使用提供的天线。未授权的天线、改装

或附件安装可能会损坏发射器并违反 FCC
规则。

. 操作应受下列两个条件制约:

1) 该装置不会产生干扰且

2) 该装置必须接受任何干扰，包括可能

引起该装置非正常操作的干扰

配对步骤

Bluetooth® 音响播放器相关信息在屏幕上显

示。

SAA2419

示例

1.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按下

SETTING 按钮并选择显示屏上的“蓝

牙”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SAA2420

2. 选择“设备注册”/“蓝牙连接”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

SAA2421

3. 系统需要对所连接的媒体进行确认，如免

提电话或音响装置。连接音响装置时，选

择“否”并按下 ENTER 按钮。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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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3092

4. 屏幕出现口令时，操作兼容的 Bluetooth®

音响装置来输入口令。每个音响装置的配

对程序会有所不同。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见《Bluetooth® 音响装置使用说明手

册》。

完成配对后，将返回到 Bluetooth® 设置屏

幕。

音响主要操作

SAA2510

将点火开关按至“ACC” 或 “ON”位置。然后

反复按下 DISC·AUX 按钮切换到 Bluetooth®

音响模式。当播放 Bluetooth® 音响时，如果

系统关闭，按下 ON·OFF/VOL 控制旋钮将启动

Bluetooth® 音响。

各装置的暂停、更改曲目、快进、快退、随机

和重播的性能可能有所不同。某些装置可能不

支持其中一些或全部功能。

DISC·AUX 按钮:

系统关闭且启动 Bluetooth® 音响装置连接的

情况下，当按下 DISC·AUX 按钮时，系统将启

动。如果另外一个音源正在播放且 Bluetooth®

音响装置已经连接，反复按下 DISC·AUX 按钮

直至中央显示屏切换至 Bluetooth® 音响模

式。

快进/快退/自动曲目搜寻:

如需快进或快退曲目，当 Bluetooth® 音响设

备正在播放时，按下 或 按钮 1.5 秒

钟以上。松开按钮时，Bluetooth® 音响装置将

恢复至正常播放速度。

Bluetooth® 音响装置播放过程中，如果按下

或 按钮不足 1.5 秒，开始播放

Bluetooth® 音响装置上的下一首曲目或重新播

放当前曲目 (如果按下按钮不足 3 秒则开始播

放上一首曲目)。显示屏上显示 Bluetooth® 音

响装置播放模式画面时，也可以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来选择曲目。

(显示屏顶部会显示“蓝牙音响”。)

SCAN·RPT (扫描·重播) 按钮:

要切换播放模式，反复按下 按钮后模式如

下切换。

正常?混合所有曲目?混合组?单曲目重复

? 所有曲目重复 ? 重复组 ? 正常

操作按键:

要播放 Bluetooth® 音响装置，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显示在操作屏幕上的按

键。

播放

选择“ ”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从暂停开始

播放。再次选择此键暂停音响播放。

暂停

选择“ ”键并按下 E N T E R 按钮暂停

Bluetooth® 音响装置播放。再次选择此键恢复

播放。

菜单: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菜

单”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时，播放模式设定显

示将会出现。

切换播放模式:

从下列项目中选择所需播放模式。

. 随机播放

选择“随机播放关闭”、“所有曲目随机

播放” 和 “组随机播放”。

. 重复播放

从“重复播放关闭”、“单曲重复播

放”、“所有曲目重复播放” 和 “组重复

播放”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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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tooth® 设定

SAA2424

要将 Bluetooth® 装置系统设定为所需设定，
请按下仪表板上的 SETTING 按钮并选择显示屏

上的“蓝牙”键， 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 蓝牙

如果关闭该设置，Bluetooth® 装置和车内

Bluetooth® 模块的连接将取消。

. 设备注册

Bluetooth® 装置可以与系统配对。最多可

以注册 5 个 Bluetooth® 装置。

. 设备的连接切换/编辑/删除

列表显示出已经配对的 Bluetooth® 装置。

. 车载设备的蓝牙信息及其变更

可以编辑已经配对的 Bluetooth® 装置信

息，并可以删除已经注册的 Bluetooth®

装置。

. 切换与车辆连接的手机

配对的 Bluetooth® 免提电话的电话簿记忆

转存到车载模块。

iPod 播放器操作

iPod 播放器相关信息在屏幕上显示。

SAA2631

警告:

驾驶过程中切勿连接、断开或操作 USB 存储装

置。否则会分散注意力。如果分散注意力，可

能会导致车辆失控，从而引发事故或导致严重

受伤。

注意:

. 切勿强制将 USB 存储装置插入 USB 接口。

倾斜或颠倒插入 USB 存储装置可能会损坏

USB接口。确保将 USB存储装置正确连接到

USB 接口上。

. 将 USB 存储装置从接口中拔出时，切勿紧

抓 USB 接口盖 (如装备)。否则会损坏接口

和接口盖。

. 切勿将 USB 连接线留在不经意可拔出的地

方。拉扯连接线可能会损坏接口。

关于设备的正确使用和保养，请参见设备制造

商的用户信息。

连接 iPod

打开控制台盖，将 iPod 连接线插入 USB 接

口。iPod 连接上车辆时电池自动充电。

完成连接时，iPod 显示屏上显示 INFINITI 画

面。iPod 连接车辆时，iPod 仅能由车辆音响

控制键进行操作。

* iPod 是 Apple Inc.的商标，注册于美国和其

他国家。

兼容性

兼容以下型号:

. 第五代 iPod (1.2.3 或更新的固件版本)

. iPod Classic (1.1.1 或更新的固件版本)

. 第一代 iPod touch (2.0.0 或更新固件版

本)

. 第二代 iPod touch (1.2.3 或更新固件版

本)

. 第一代 iPod nano (1.3.1 或更新固件版本)

. 第二代 iPod nano (1.1.3 或更新固件版本)

. 第三代 iPod nano (1.1 或更新固件版本)

. 第四代 iPod nano (1.0.2 或更新固件版本)

确保 iPod 固件已升级。

操作要点:

. 该系统不支持 iPod Shuffle和 iPhone播放

器。

. 该系统可能不支持 iPod 播放器的某些操

作。

. 播放 iPod nano时，有声读物屏幕可能显示

不出有声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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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响主要操作

将点火开关按至“ACC” 或 “ON”位置。然后

反复按下 DISC·AUX 按钮切换至 iPod 模式。

如果系统在 i P o d 播放期间关闭，按下

ON·OFF/VOL 控制旋钮将启动 iPod。

DISC·AUX 按钮:

系统关闭且 iPod 已经连接时，按下 DISC·AUX
按钮，系统将会启动。如果其他音响源正在播

放且 iPod 连接时，反复按 DISC·AUX 按钮直

至中央显示屏切换至 iPod 模式。

界面:

在车辆中央显示屏上显示的 iPod 的操作界面

与 iPod 的界面相似。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

控制键和 ENTER 或 BACK 按钮以您喜欢的设定

播放 iPod。

以下项目可从菜单列表屏幕上选择。有关各项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iPod 用户手册。

. 开始播放

. 播放列表

. 艺术家

. 专辑

. 歌曲

. 播客

. 曲风

. 作曲家

. 有声读物

. 随机播放歌曲

下列屏幕上显示的触摸面板按钮可以用于:

. : 返回上一屏幕。

. : 播放/暂停所选音乐。

快进/快退/自动曲目搜寻:

如需快进或快退曲目，当 iPod 正在播放时，
按下 或 按钮 1.5 秒钟以上。松开按

钮时，iPod 将恢复正常播放速度。

在 iPod 播放过程中，如果按下 或 按

钮不足 1.5 秒，开始播放 iPod 上的下一首曲

目或重新播放当前曲目 (如果按下按钮不足 3
秒则开始播放上一首曲目)。

播放 iPod 时，您也可以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

迪控制键选择曲目。

SCAN·RPT (扫描·重播) 按钮:

在播放曲目过程中，当按下 按钮时，播放

模式如下切换:

音乐盒

“音乐盒”硬盘驱动器/闪存音响系统可存储

CD 播放的曲目。此系统有 9.3 GB 容量。

在“音乐盒”音响系统中可以刻录下列 CD。

. 无 MP3/WMA/AAC 格式文件的 CD 光盘

. 超级音频 CD 中的混合数字音频光盘

(Hybrid CD-DA) 规格

. CD-Extra 中的数字音频光盘 (CD-DA) 规格

. 多区光盘的第一磁区

音乐盒相关信息在屏幕上显示。

极端温度条件 [-208C (-48F) 以下及 708C
(1588F) 以上] 会影响硬盘的性能。

注:

如果由于故障需要更换硬盘驱动器，所有存储

的音乐数据将被清除。

刻录 CD

SAA2428

1. 操作音响系统以播放 CD。有关播放 CD 的

详细信息，请参见 “光盘 (CD) 播放器操

作” (4-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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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录

音”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

注:
. 当选择“录音”键时，系统开始播放并录

制 CD 中的第一首曲目。

. CD 上的单个曲目不能刻录到“音乐盒”硬

盘驱动器上。

. 刻录 CD 时，跳过、快进和快退功能被禁

用。

. 可以随时终止刻录过程。停止 CD 光盘播放

前，所有已播放的曲目将保存到音乐盒

中。

. 刻录 CD 后，您可以从硬盘驱动器上删除单

独的曲目。

. 在把数据从 CD 光盘上刻录到硬盘驱动器的

过程中，CD 光盘转动的声音可能很大，但

这并非故障。

SAA2427

如果已刻录的曲目的标题信息存储在硬盘或 CD
里，这个标题就会自动显示在屏幕上。关于从

硬盘里获取标题，音乐识别技术及相关数据由

Gracenote® 提供。

如果因为跳针导致曲目不能成功录制，则

标记会在曲目数后面显示。

“音乐盒”音响系统在下列情况下不能进行刻

录。

. 硬盘上没有足够的存储空间。

. 专辑的数量达到最大值 500。

. 曲目的数量达到最大值 3,000。

自动录音:

如果启动“自动录音”功能，在 CD 插入时开

始录音。(请参见“音乐盒设置” (4-50
页)。)

停止录音:

要停止录音，触摸屏幕或使用 INFINITI 英菲

尼迪控制键选择“停止录音”键。

如果 CD 弹出，音响系统关闭或点火开关按至

OFF 位置，也会停止录音。

播放已刻录的歌曲

SAA2429

使用以下其中一种方法选择“音乐盒”音响系

统。

. 反复按下方向盘上的音源选择开关直至中

央显示屏切换至“音乐盒”模式。(请参

见“安装在方向盘上的音响控制开关”

(4-52 页)。)

. 反复按下 DISC·AUX 按钮直至中央显示屏

切换至“音乐盒”模式。

. 发出语音命令。(请参见“INFINITI英菲尼

迪声音识别系统” (4-66 页)。)

停止播放:

系统在以下情况下停止播放:

1. 选择其他模式 (收音机、CD、DVD、USB 存

储装置、iPod 或 AUX)。

2. 关闭音响系统。

3. 点火开关按至“LOCK”位置。

FF (快进)，REW (快退)/APS (自动节目搜寻)
FF，APS REW:

如需快进或快退曲目，在播放时按下 或

按钮。松开按钮时，曲目将恢复正常播放

速度。

在播放曲目时，如果按下 或 按钮不足

1.5 秒，开始播放下一首曲目或重新播放当前

曲目 (如果按下按钮不足 3 秒则开始播放上一

首曲目)。

在播放曲目时，您也可以使用 INFINITI 英菲

尼迪控制键选择曲目。

播放模式选择:

转动 MP3/WMA/AAC (如装备) 文件夹选择器，可

切换至另一个专辑或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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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RPT (扫描·重播) 按钮:

在播放曲目过程中，当按下 按钮时，播放

模式如下切换:

信息:

播放音乐盒时，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

键选择屏幕上的“信息”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屏幕上将会显示下列音乐信息。

. 艺术家

. 专辑标题

. 曲目标题

. 曲风

. 音质

播放设置:

SAA3269

1. 选择“菜单”键和“音乐库”键。

2. 选择下列其中一种方式，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 艺术家

使用艺术家选择功能选择并播放音乐。艺

术家名称以字母顺序排列。

. 专辑

使用专辑选择功能选择并播放音乐。专辑

名称以字母顺序排列。

. 所有歌曲列表

在所有已刻录的曲目中选择并播放音乐。

曲目名称以字母顺序排列。

. 曲风

使用曲风选择功能选择并播放音乐。

. 常听的歌曲

音乐按照最常播放的歌曲到极少播放曲目

的顺序进行选择并播放。

. 不常听的歌曲

音乐按照不常播放曲目到最常播放曲目的

顺序进行选择并播放。

播放列表:

SAA2432

1. 在播放过程中，选择“+Playlist (+播放

列表)”，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2. 选择需要添加的播放列表，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正在播放的曲目被添加到播

放列表上。

SAA2433

播放列表的内容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编辑。

选择“编辑”并按下 ENTER 按钮。

可以设定下列项目。

. 将正在播放的歌曲添加到播放列表中

正在播放的曲目被添加到播放列表上。

. 选择专辑并添加到播放列表

从刻录专辑上选择的曲目被添加到播放列

表。

. 选择艺术家并添加到播放列表中

从刻录艺术家上选择的曲目被添加到播放

列表。

. 编辑播放列表的歌曲顺序

可以更改播放列表的曲目顺序。

. 编辑播放列表名称

可以更改播放列表的名称。

. 删除播放列表歌曲

从播放列表上选择的曲目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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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播放模式:

SAA2980

1. 选择“菜单”键，然后选择“切换播放模

式”键。

2. 选择下列其中一种模式，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 正常

. 专辑重复播放

. 单曲重复播放

. 播放列表随机播放

. 艺术家随机播放

. 专辑随机播放

. 所有歌曲随机播放

. 随机播放

编辑已刻录的数据信息

SAA2435

可以编辑正在播放曲目的信息，并且可以获取

已刻录曲目的标题信息。

1. 选择“菜单”键，然后选择“编辑歌曲信

息”键。

2. 选择下列其中一个项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编辑播放中的歌曲信息:

可编辑正在播放歌曲的以下信息: 音乐名称、

艺术家名称和曲风

编辑专辑信息:

可编辑刻录曲目和专辑的信息。

从USB更新CDDB:

车载模块的数据库可以通过连接存储有标题信

息的 USB 存储装置来进行升级。要通过互联网

在 Gracenote 数据库上获取标题信息，请登

陆: http://www.infinitieurope.com/
ownership/gracenote-page.html。

将丢失的数据发送到U盘:

如果无法从车载数据库中获取标题信息，关于

有待获取的剩余标题信息数据将被转移到 USB
存储装置。要通过互联网在 Gracenote 数据库

上获取标题信息，请登陆: http://www.
infinitieurope.com/ownership/gracenote-
page.html。

从硬盘获得丢失的标题:

从存储在硬盘驱动器/闪存上的数据库中获取

标题信息。

音乐盒设置

SAA2437

要将音乐盒硬盘驱动器设定为所需设定，在播

放过程中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

择“菜单”键和“音乐盒设置”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显示硬盘剩余空间:

显示有关“保存专辑”、“保存曲目” 和

“剩余时间”的信息。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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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录音:

此项目打开时，插入 CD 光盘后音乐盒自动开

始刻录。

设定录音音质:

设定刻录质量为: 105 kbps 或 132 kbps。默认

值设定为 132 kbps。

删除音乐:

刻录在硬盘驱动器上的曲目可删除。可以删除

正在播放的曲目、已刻录的曲目和专辑以及所

有曲目。

显示CDDB的版本:

显示内置 Gracenote 数据库的版本。

Gracenote

注:
. 不完全保证 Gracenote 数据库中包含的信

息。

. 为了进行维护，在不提前通知的情况下，
因特网上的 Gracenote 数据库服务可能会

中断。

终端用户许可协议

使用此产品表示已接受下列条款。

Gracenote® MusicID® 使用条款

该应用或设备包含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埃默里维

尔市 Gracenote, Inc. (“Gracenote”) 的软

件。Gracenote 的软件 (“Gracenote 软件”)
使此应用程序能执行光盘和/文件识别，并从

在线服务器或嵌入式数据库 (“Gracenote 服

务器”) 中获取与音乐相关的信息，包括名

称、艺术家、曲目及标题信息 (“Gracenote
数据库”) 并执行其他功能。您只有通过应用

程序或装置的预定终端用户功能来使用

Gracenote 数据。您同意您仅将 Gracenote 数

据、Gracenote 软件及 Gracenote 服务器用于

个 人 目 的 而 非 商 业 目 的 。 您 同 意 不 将

Gracenote 软件或任何 Gracenote 数据转让、

复制、传递或发送给任何第三方。您同意除非

本协议明确允许，否则不会使用或利用

GRACENOTE 数据、 GRACENOTE 软件或

GRACENOTE 服务器。

您同意如果违反这些限制性规定，将终止您使

用 Gracenote 数据、 Gracenote 软件及

Gracenote 服务器的非独占性许可。如果您的

许可终止，您同意停止对 Gracenote 数据、

Gracenote 软件及 Gracenote 服务器的任何及

所有使用行为。Gracenote 保留在 Gracenote
数据、 Gracenote 软件及 Gracenote 服务器方

面的所有权利，包括一切所有权。在任何情况

下，Gracenote 都将没有责任为您提供的任何

信息向您支付任何费用。

您同意 Gracenote, Inc. 公司可行使其在本协

议项下的权利，以其名义直接起诉您。

由于统计需要，Gracenote 服务使用独特的标

识符来跟踪对 Gracenote 数据库的查询。随机

分配的数字识别符的目的是使 Gracenote 服务

能在无需知道您是谁的情况下计算查询次数。

更多信息，请参见 G r a c e n o t e 服务的

Gracenote 隐私政策网页。

将 Gracenote 软件及 Gracenote 数据的每个项

目授权予您“ A S I S”。 G r a c e n o t e 对

Gracenote 服务器上的任何 Gracenote 数据的

准确性不做任何明示或隐含声明或保证。

Gracenote 有权以其认为充分的任何理由从

Gracenote 服务器上删除数据，或更改数据类

别。Gracenote 不保证 Gracenote 软件或

Gracenote 服务器没有错误或 Gracenote 软件

或 Gracenote 服务器的功能不会中断。

Gracenote 没有责任向您提供在未来可能提供

的新增或额外的数据类型或类别，有权在任何

时间停止其服务。

Gracenote 不承认所有明示或隐含的保证，包

括但不限于隐含的可销售性、适合某一特定目

的、名称及不侵权的保证。Gracenote 不保证

使用 Gracenote 软件或任何 Gracenote 服务器

所获结果。在任何情况下，Gracenote 将不承

担任何间接损坏或附带损坏或任何利润或收入

的损失的责任。

版权:

音乐识别技术及相关的数据由 Gracenote® 提

供。Gracenote 在音乐识别技术及相关内容分

发方面代表行业标准。有关更多信息，请登

陆: www.gracenote.com.

由 Gracenote, Inc. 提供的 CD 及与音乐相关的

数据，版权所有 Ⓒ 2000-2009 Gracenote。
Gracenote 软件，版权 Ⓒ 2000-2009
Gracenote。此产品及服务可能应用下列一项

或多项美国专利: #5,987,525；#6,061,680；
#6,154,773，#6,161,132，#6,230,192，
#6,230,207，#6,240,459，#6,330,593，及其

他已发布或待发布的专利。一些服务为 Open
Globe 有限公司根据美国专利 (专利号:
6,304,523) 授权提供。

Gracenote 和 CDDB 是 Gracenote 的注册商标。

Gracenote 标志及标识，以及“Power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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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note” 标志都是 Gracenote 的商标。

CD/DVD/USB 存储装置的保养和清洁

SAA0451

CD/DVD

. 手持光盘的边缘。切勿触摸光盘表面。请

勿弯曲光盘。

. 不使用光盘时，务必将其放在储存盒中。

. 要清洁光盘，请用干净的软布从中心向外

边缘擦拭。切勿采用打圈的方式擦拭碟

片。

请勿使用传统的唱片擦或工业酒精。

. 新光盘的内外边缘可能很粗糙。使用如图

所示的钢笔或铅笔侧摩擦内外边缘以去除

粗糙边缘。

USB 存储装置

. 请勿触摸 CF 卡的端部。

. 请勿在 USB 存储装置上放置重物。

. 请勿将 USB 存储装置存放在过于潮湿的地

方。

. 请勿将 USB 存储装置曝露在阳光下。

. 请勿将液体泼溅到 USB 存储装置上。

请参见《USB 存储装置使用说明手册》的详细

内容。

安装在方向盘上的音响控制开关

SAA3632

1. 音源选择开关

2. ENTER 开关

3. BACK 开关

4. 音量控制开关

SOURCE (音源) 选择开关

按下 SOURCE 选择开关更改模式至可用音源。

调谐开关

当屏幕上显示频道、曲目、CD 或文件夹时，向

上或向下按开关进行选择。

ENTER 开关

在标准设定菜单屏幕上，您也可以使用 ENTER
开关选择项目。

显示屏显示 NAVI、STATUS 或音响设置画面

时，也可以使用 ENTER 开关控制某些音响功

能。可根据按开关时间的长 (1.5 秒钟以上)/
短 (1.5 秒钟以下) 来切换功能。

收音机:

. 短按 DOWN“ ”/UP“ ”

下一个或上一个预置频道

. 长按 DOWN“ ”/UP“ ”

下一个或上一个电台/频道

CD:

. 短按 DOWN“ ”/UP“ ”

下一曲目或当前曲目的开头 (如果在当前

曲目开始播放后按下该按钮不足 3 秒，则

会播放上一曲目)

快进或快退

MP3/WMA/AAC 格式的 CD、音乐盒、 iPod、USB
存储装置或 Bluetooth® 音响装置:

. 短按 DOWN“ ”/UP“ ”

下一曲目或当前曲目的开头 (如果在当前

曲目开始播放后按下该按钮不足 3 秒，则

会播放上一曲目)

. 长按 DOWN“ ”/UP“ ”

更换文件夹 (当播放光盘的最后一个文件

夹时，将选择第一个文件夹。)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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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 :

. 短按 DOWN“ ”/UP“ ”

下一或上一曲目/章节

. 长按 DOWN“ ”/UP“ ”

下一或上一标题/分类

BACK 开关

按下此开关可返回到上一屏幕或在未完成时取

消选择。

音量控制开关

按下上侧 (+) 或下侧 (-) 开关提高或降低音

量。

辅助输入插孔

SAA2905

辅助输入插孔位于中央控制台内。仅视频游

戏、便携式摄像机和便携式视频播放器之类的

NTSC/PAL* 兼容的设备可以连接到辅助插孔。

由于法规限制，该系统在前排座椅中央显示屏

上播放视听资源时可能会只有声音没有图像，
即使在车辆停车时也是如此。

*:移动娱乐系统不支持 PAL。

辅助插孔用颜色标识便于识别。

. 黄色 - 视频输入

. 白色 - 左频道音响输入

. 红色 - 右频道音响输入

在将设备连接到插孔前，关闭便携设备和音响

系统的电源。

有关 AUX 显示，请参见“如何使用 DISC·AUX
按钮” (4-12 页)。

AUX 菜单

SAA3625

在 AUX 模式下，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

键选择显示屏上的“菜单”键并按下 ENTER 按

钮时，将会显示菜单屏幕。

屏幕设置:

选择屏幕设置。

增益设置:

选择音量设置。

显示:

调节屏幕的图像质量，选择所需调节项目并按

下 ENTER 按钮。

视频制式:

选择视频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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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如果您的车辆配备有移动娱乐系统，则可播放

数字通用光盘 (DVD)，播放时前后显示屏上都

提供有图像和声音。

警告:

为能全神贯注地驾驶车辆，驾驶员开车时请勿

操作 DVD 娱乐系统。

注意:

. 请勿尝试在极端高温或极端低温 [低于

−208C (−48F) 或高于 708C (1588F)] 情况

下使用系统。

. 为避免车辆蓄电池电量耗尽，请勿在未起

动发动机的情况下连续运行系统超过 15 分

钟。

前显示屏设计为当车辆行驶时不显示图像，为

安全起见，驾驶员必须全神贯注地驾驶车辆。

可以听得到声音。要在前显示屏上显示图像，
将车辆停放在安全的地方，将换档杆换

至“P”(驻车档) 位置，并施加驻车制动。

数码多功能光盘 (DVD) 系统元件

SAA2833

DVD 播放器

将 DVD 插入 CD 播放器中。DVD 将会自动导入插

槽中。

如需弹出 DVD，按下弹出 按钮 ①。

注意:

. 请勿强制将 DVD 推入插槽中。否则可能会

损坏播放器。

. 请勿使用 8 cm (3.1 in) 的光盘。

显示屏

警告:

将车辆停放在安全的地方，施加驻车制动，并

使用 DVD 播放器查看前中央显示屏上的图像。

注意:

. 如果以坚硬或锋利的物体撞击，液晶显示

屏的玻璃屏幕可能会碎裂。如果玻璃破

裂，切勿接触含少量水银的液晶材料。如

果接触到皮肤，请马上用肥皂和清水冲

洗。

. 请使用柔软的湿布清洁移动娱乐系统单

元。请勿使用溶剂或清洗液。

. 当后显示屏不使用时，请务必将其折起。

SAA2002

下拉式显示屏

使用遥控器操作电动下拉式后显示屏。

1. 按下遥控器上的“后显示屏打开/关闭”按

钮以打开或关闭显示屏。

2. 按下显示屏倾斜 或 按钮可调节显

示屏角度。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也可以打开显

示屏。(请参见“如何使用 SETTING (设置) 按

钮” (4-7 页)。)

请勿阻挡无线遥控接收器和无线耳机发射器 ①

的覆盖范围。

注意:

请勿触摸正在打开或关闭的显示屏。

耳机

耳机为无线类型，不需要任何连接线。戴着耳

机可以在后排座椅的任意位置上聆听 DVD 音

乐。(前排座椅上不可使用耳机。)

移动娱乐系统 (MES) (如装备)

Condition: China/

www.inhauto.com使www.inhauto.com使用www.inhauto.com用 DVDwww.inhauto.comDVD 播www.inhauto.com播放www.inhauto.com放器www.inhauto.com器查www.inhauto.com查看www.inhauto.com看前www.inhauto.com前中www.inhauto.com中央www.inhauto.com央显www.inhauto.com显示www.inhauto.com示屏www.inhauto.com屏上www.inhauto.com上的www.inhauto.com的图www.inhauto.com图像www.inhauto.com像。www.inhauto.com。



Black plate (157,1)

[ Edit: 2013/ 11/ 7 Model: S51-A ]

电源 ON/OFF:

SAA3106

POWER 按钮

按下 POWER 按钮以打开或关闭耳机。

音量控制:

SAA3107

音量控制旋钮

旋转音量控制旋钮调节音量。

如果在 5 分钟内没有任何声音，耳机将会自动

关闭。要防止蓄电池电量耗尽，不使用时请关

闭电源。

如果耳机的声音不清晰，可能是受到红外通信

装置或手机的干扰。调低耳机音量或停止使用

耳机。

这可能是由于耳机超出了发射器 (安装在后座

下拉式显示屏中) 的范围。这并非故障。

当耳机和发射器之间有障碍物时，声音也可能

会受到暂时性干扰。清除障碍物，如不透明材

料、手、头发等。

遥控器

SAA2831

遥控器可以进行下列控制:

1. 后显示屏打开/关闭按钮

2. DVD 按钮

3. 控制键

4. AUX 按钮

5. ENTER 按钮

6. DISP 按钮

7. 音量控制按钮

( 或 )

8. 曲目/频道按钮

( 或 )

9. 显示屏倾斜按钮

( 或 )

10. USB 按钮

11. BACK 按钮

12. ASPECT 按钮

13. SOUND 按钮

14. 小键盘

有关各按钮的功能，请参见“遥控器操作 ”

(4-59 页)。

更换 DVD 遥控器和耳机电池

SAA0978

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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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3109

耳机

注意:

. 废弃电池处理不当会破坏环境。请按照当

地的法律法规处理废弃电池。

. 更换电池时，请勿让灰尘或油沾到部件

上。

更换电池:

1. 如图所示打开盖子。

2. 将两颗电池换成新电池。
. 推荐电池:
2 个 AA 号电池 (DVD 遥控器)

2 个 AAA 号电池 (耳机)
. 小心请勿触摸电池的正负极。
. 确保电池的 + 和 7极与车厢内的标记

匹配。

3. 关好电池盖。

. 如果您长时间不使用遥控器，请拆下电

池。

. 如果遥控器只有在与移动娱乐系统

(MES) 距离很近时才起作用或根本不起

作用，请务必更换电池。

操作 DVD 娱乐系统前

注意事项

使用 DVD 娱乐系统时，起动发动机。

警告:

驾驶车辆时，驾驶员切勿操作 DVD 系统或戴耳

机，以便把注意力集中在车辆的驾驶上。

注意:

. 只有车辆发动机运转时才可以操作 DVD。车

辆发动机关闭时长时间播放 DVD 会使车辆

蓄电池电量耗尽。

. 请勿使系统受潮。过度潮湿 (如泼溅液体)
会导致系统出现故障。

. 播放 VIDEO-CD 媒体时，此 DVD 播放器不能

保证所有 VIDEO-CD 格式的文件都能够播

放。

版权和商标

. 本 系 统 采 用 的 技 术 受 到 美 国 专 利 和

Macrovision 公司和其他权利持有者所有

的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

. 未经 Macrovision 公司允许，不得擅自使

用 此 项 受 版 权 保 护 的 技 术 。 未 经

Macrovision 公司许可，此技术仅限个人

使用。

. 禁止改装和分解。

. 杜比数码由杜比实验室有限公司授权制

造。

. Dolby 和双 D 标志“ ”是杜比实验室有

限公司的商标。

. DTS 是 DTS 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DTS
2.0“ ”是 DTS 有限公司的商标。

家长级别 (家长监控)

此系统可以播放带家长监控设置的 DVD 光盘。

请自行判断来使用系统设定家长监控。

光盘选择

您可以使用 DVD 播放器播放下列格式的光盘:

. DVD-VIDEO

. DVD-AUDIO*

. VIDEO-CD

. DTS-CD

* 此系统可能不支持 DVD-AUDIO 格式的光盘。

使用区域码为“ALL”或区域码适用于您的 DVD
播放器的 DVD。(DVD 光盘上方印有区域码小符

号。)车载 DVD 播放器只能播放有适用区域码

的 DVD 光盘。

显示设置

. 前显示屏

如需调整前显示屏模式，在播放 DVD 时按

下 SETTING 按钮。

要调节显示屏的 ON/OFF、亮度、色调、颜

色和对比度，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

键选各按键， 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然后可以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

择各项目。完成更改后，按下 BACK 按钮保

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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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显示屏

如需调整后显示屏模式，按下遥控器上

的“DISP”(显示屏) 按钮。

如需调节显示屏亮度、色调、颜色和对比

度，使用遥控器上的控制键选择相应按键

并向右或向左倾斜控制键进行调节。

按下 BACK 按钮应用设定，然后返回到先前

显示界面。

播放数字多功能光盘 (DVD)

SAA2979

DISC·AUX 按钮

将车辆停靠在安全的地方并施加驻车制动，以

操作 DVD 播放器并观看图像。

按下仪表板上的 DISC·AUX 按钮并将显示屏切

换至 DVD 模式。

载入 DVD 光盘时，将会自动重新播放。

播放 DVD 时按下的 DISC·AUX 按钮后，操作屏

将会打开，显示一段时间后会自动关闭。要再

次打开，再次按下 DISC·AUX 按钮。

DVD 操作按键

若要操作 DVD 播放器，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

迪控制键选择操作屏幕上显示的所需按键。

暂停:

选择“ ”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暂停 DVD。
要恢复播放 DVD，使用“播放”键。

要暂停 DVD 播放，也可以按下遥控器小键盘上

的“ ”按钮。

播放:

选择“ ”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开始播放

DVD，例如，DVD 暂停后。

要开始播放 DVD，也可以按下遥控器小键盘上

的“ ”按钮。

停止:

选择“ ”按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停止播放

DVD。

要停止播放 DVD，也可以按下遥控器小键盘上

的“ ”按钮。

跳过 (快进):

选择“ ”按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可向前跳

过章节。向前跳过的章节数和按下 ENTER 按钮

的次数一致。

要向前跳过章节，也可以按下遥控器小键盘上

的“ ”按钮。

跳过 (快退):

选择“ ”按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可向后跳

过章节。向后跳过的章节数和按下 ENTER 按钮

的次数一致。

要向后跳过章节，也可以按下遥控器小键盘上

的“ ”按钮。

CM>>/ CM<< (DVD-VIDEO，DVD-VR):

当在选择“ ” 或 “ ”后按下 ENTER 按

钮时，正在播放的媒体将向前/向后跳数秒

钟。使用此功能跳过商业广告。

静态画面播放/静态画面后退 (DVD-AUDIO):

选择“静态画面播放” 或 “静态画面后

退”后按下 ENTER 按钮，静止图像切换至后

一/前一图像。向前或向后的图像数和按下

ENTER 按钮的次数一致。

主菜单 :

播放 DVD 光盘时，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

制键选择屏幕上的“主菜单”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将会显示针对各光盘的主菜单。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光盘上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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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键

SAA2412

设置 (前)

SAA3108

设置 (后)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设

置”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调整下列设定。

带“*”的项目也可在后显示屏上进行设定。

在播放 DVD 光盘时按下遥控器上的“DVD”按

钮。使用遥控器上的控制键“ ”选择所要

项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操作按键 (DVD-VIDEO，DVD-AUDIO):

显示操作 DVD 菜单的操作按键。

: 移动光标选择一个 DVD 菜单。

回车: 进入所选菜单。

移动: 移动操作按键更改显示位置。

返回: 返回上一屏幕。

隐藏: 隐藏操作按键。

标题菜单 (前)/菜单 (后)*(DVD-VIDEO):

显示针对各光盘的菜单。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见光盘随附的说明。

选择标题*(DVD-VIDEO):

每次选择“+”侧或“-”侧时，将会显示特定

标题的画面。

数字键盘输入* (DVD-VIDEO、VIDEO-CD 和 CD-
DA):

选择“数字键盘输入”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打

开数字输入屏幕。

输入您所要检索的数字然后使用 INFINITI 英

菲尼迪控制键选择“确定”按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将播放指定的标题/章节或播放

组/曲目。

角度*(DVD-VIDEO):

如果 DVD 包含不同的角度 (比如移动的图像)，
当前的图像角度将会切换至另一个角度。

选择“角度”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当选

择“+”侧或“-”侧时，角度将会改变。

角度标志* (DVD-VIDEO):

当该项打开时，如果能在不同的角度看到画

面，屏幕下方将显示一个角度的标志。

跳过菜单 (DVD-VIDEO):

当“跳过菜单”键打开时，DVD 菜单将自动配

置且直接播放内容。注意: 即使此项目已经打

开，某些光盘也可能无法直接播放。

CM 跳过 (DVD-VIDEO):

CM 跳过的时间可以设定为 15、30 或 60 秒。

DRC (DVD-VIDEO):

DRC (动态范围控制) 可以实现杜比数码格式声

音动态范围的调谐。

DVD 语言 (DVD-VIDEO，VIDEO-CD):

选择“DVD 语言”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打开数

字输入屏幕。

输入所需语言的相应数字，并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确定”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DVD 主菜单语言将会切换至所选

择的语言。

显示:

调节屏幕的图像质量，选择所需调节项目并按

下 ENTER 按钮。

语言*: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所需语

言，并按下 ENTER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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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 (DVD-VIDEO):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所需语

言，并按下 ENTER 按钮。

要关闭字幕，按住 ENTER 按钮直至发出嘟嘟

声。

画面设定 (DVD-VIDEO，VIDEO-CD):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在“全

屏”、“宽屏”、“正常” 或 “电影院”模

式中进行选择，然后再次按下 ENTER 按钮。

切换播放模式: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所需播放

模式并按下 ENTER 按钮。

遥控器操作

使用遥控器调节下列项目。

后显示屏打开/关闭:

如需打开或关闭下拉式后显示屏，按下遥控器

上的“ ”按钮。

控制键:

使用控制键“ ”选择后显示屏显示的项

目。

ENTER 按钮:

按下 ENTER“ ”按钮确定后显示屏上的项

目选择。

BACK 按钮:

按下按钮返回至上一屏幕或取消选择。

显示屏倾斜:

按下“显示屏倾斜”按钮 或 可调节

显示屏角度。

DVD 模式:

如需在后显示屏上显示 DVD 菜单，请按

下“DVD”按钮。

AUX 模式:

如需选择 AUX (辅助输入插孔) 模式，请按下

AUX 按钮。

USB:

如需选择 USB 模式，请按下 USB 按钮。

调整音量:

如果要控制音量，按下“ V O L”按钮

或 。

显示:

按下可调整后显示屏的亮度、色调、对比度

等。

显示尺寸:

如需更改显示比例，按下“ASPECT”按钮。每

次按下按钮可将显示比例切换至“电影

院”、“宽屏”、“全屏” 或 “正常”。

声音:

要切换语言，按下 SOUND 按钮。每次按下按钮

后，存储在 DVD 光盘上的语言就会进行相互切

换。

曲目/频道:

按下可跳至前一或后一无线电台、CD 曲目或

DVD 画面选择。

小键盘:

: 播放/暂停按钮

: 停止按钮

: 快进按钮

: 快退按钮

: 静态影像的快进按钮 (适用于 DVD-
AUDIO)

: 静态影像的快退按钮 (适用于 DVD-
AUDIO)

维护和保养

把不起毛的布料稍微湿润后用于清洁您的移动

娱乐系统的表面 (DVD 播放器表面、屏幕、遥

控器等)。

注意:

. 清洁视频系统时请勿使用溶剂或清洗液。

. 请勿向显示屏施加过大压力。

. 避免触摸或划伤显示屏，否则会将其弄脏

或损坏。

. 切勿在极端温度 [低于 -208C (-48F) 和高于

708C (1588F)] 情况下操作系统。

. 请勿在极端湿度 (小于 10% 或大于 75%) 的

条件下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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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车上安装 CB、业余收音机或车载电话

时，务必遵守以下注意事项，否则新装备可能

会对发动机控制系统和其他电子部件造成不良

影响。

注意:

. 尽可能地使天线远离电子控制模块。

. 让天线离开发动机控制线束至少 20 cm (8
in)。请勿将天线与任何线束排放一起。

. 按照制造商的建议调节天线驻波比。

. 用接地线连接收音机底座至车身。

. 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

经销店。

屏幕上显示与 Bluetooth® 免提电话系统相关

的信息。

警告:

. 将车辆停在安全位置后再使用电话。如果

您必须在驾驶时使用电话，则任何时候都

必须非常小心，以全神贯注地驾驶车辆。

. 如果您发现在讲电话时无法全神贯注地驾

驶车辆，则将车辆驶入安全地带，停车后

再讲电话。

注意:

为避免蓄电池电量耗尽，请在发动机起动后使

用电话。

注:

无线 LAN (Wi-Fi) 和 Bluetooth® 功能使用同样

的频段 (2.4 GHz)。同时使用 Bluetooth® 和无

线 LAN 功能可能会减弱通信或使通信断开并导

致异响。使用 Bluetooth® 功能时，建议您关

闭无线 LAN (Wi-Fi)。

您的车辆装备有 Bluetooth® 免提电话系统。

如果您有 Bluetooth® 移动电话，您可以在电

话与车载电话模块之间建立无线连接。拥有

Bluetooth® 无线技术，当您打电话或接电话

时，都可以把移动电话放在口袋里。

一旦您的手机与车载电话模块配对，则不再需

要任何连接程序。注册的移动电话打开且携带

进入车内的情况下将点火开关按至“ON”位置

时，您的电话将自动与车载电话模块连接。

在车载电话模块中，您可以注册多达 5 个不同

的 Bluetooth® 移动电话。但是，一次只能使

用一个手机进行通话。

电话打通时，音响系统和麦克风 (位于后视镜

前方的顶部) 可用于进行免提通话。

如果此时正在使用音响系统，音响模式将会静

音并一直持续直至电话结束。

INFINITI 英菲尼迪声音识别系统 (如装备) 支

持电话指令，可通过语音拨号。 (请参

见“INFINITI 英菲尼迪声音识别系统” (4-66
页)。)

使用 Bluetooth® 免提电话系统前请参见以下

注意事项。

. 在使用 Bluetooth® 免提电话系统之前，在

手机与车内电话模块之间建立无线连接。

. 车载电话模块可能无法识别某些具有

Bluetooth® 功能的移动电话。

. 在以下情况下不能使用免提电话:

— 车辆不在电话服务区。

— 您的车辆所在的区域难以接收无线电

波，像隧道内，地下停车场，高楼后面

或山区。

— 为防止拨号，您的手机为上锁状态。

. 当无线电波状态不理想或环境音太大时，
在通话过程中可能很难听到另一个人的声

音。

. 将点火开关按至“ON”位置后，短时间内

可能无法马上接听电话。

. 切勿将手机放在一个被金属围绕或远离车

载电话模块的地方以防止音质降级及无线

连接中断。

车载电话和 CB 收音机 Bluetooth® 免提电话系统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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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过 Bluetooth® 无线连接将移动电话连

接时，移动电话的电池电量可能比平常更

快耗尽。

. 如果 Bluetooth® 免提电话系统出现故障，
请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

. 一些手机或其他设备可能会导致干扰或音

响系统扬声器发出嗡嗡声。将设备放在不

同的地方可降低或消除噪音。

. 请参见手机用户手册中适用于您的电话配

对程序、电池充电及手机天线等的有关内

容。

. 显示屏上的天线显示会与某些手机上的天

线显示不一致。

. 为能清楚地听到拨打者的声音并减少回

音，请尽量保持车内安静。

. 如果收听声音不清楚，调整来电或拨出电

话音量可提高清晰度。

法规信息

Bluetooth® 商标

Bluetooth® 为蓝牙 SIG 有限
公司所属商标，并且已授权
予 Clarion 有限公司。

CE 声明

“Clarion 公司”特此声明此 AV 系统符合指令

1999/5/EC 的基本要求和相关条款。

FCC 法规信息

. 注意: 要确保符合 FCC 的防 RF 辐射准则，
请使用提供的天线。未授权的天线、改装

或附件安装可能会损坏发射器并违反 FCC
规则。

. 操作应受下列两个条件制约:

1. 该装置不会产生干扰且

2. 该装置必须接受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引起

该装置非正常操作的干扰

控制按钮

SAA2248

1) TALK (说话) 按钮

2) PHONE SEND (电话发送) 按钮

. 电话按钮 (如装备) 位于仪表板上。

配对步骤

SAA2439

1.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按下 PHONE
SEND (电话发送) 按钮，然后选择显示

屏上的“注册蓝牙手机”/“连接电话”按

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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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SAA2441

2. 当屏幕上出现 PIN 代码时，操作兼容

Bluetooth® 移动电话，输入 PIN 代码。

配对程序视手机而异。详情请参见手机用

户手册。

完成配对后，将返回到 Bluetooth® 设置屏

幕。

电话簿注册

电话簿可存储多达 40 个电话号码。

1.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按下 PHONE
SEND (电话发送) 按钮，然后选择显示

屏上的“快捷拨号”按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SAA2442

2. 在电话簿的联系人名单上选择“新注

册”按键， 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SAA2443

3. 选择“从手机电话簿注册”，并按下

ENTER 按钮以便注册电话簿上的手机记

录。

4. 操作手机发送手机记录中存储的人名和电

话号码。生产商不同，手机的存储数据发

送步骤也不同。详情请参见手机用户手

册。

5. 电话簿注册完成后，返回到电话簿名单屏

幕。

可选项目:

. 从通话记录中注册

保存已拨和来电列表中的姓名和电话号

码。

. 从手机电话簿注册

从 Bluetooth® 手机电话簿注册。此功能的

可用性取决于不同手机。不同手机的复制

程序也有所区别。详情请参见手机用户手

册。

. 输入电话号码并注册

您可以用屏幕上显示的键盘手动输入人名

和电话号码。(请参见“如何使用触摸屏”

(4-4 页)。)

拨打电话

SAA2444

按照以下步骤拨打电话。

1. 按下方向盘上的 PHONE SEND (电话发送)
按钮。“电话”画面将会出现在显示

屏上。

2. 选择“电话”菜单上的“快捷拨号”键，
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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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列表中选择被注册人的姓名，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将开始拨号，屏幕将显示通

话进行中的画面。

4. 在通话结束后，执行下列任何一个程序以

结束通话。

a. 选择“挂机”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

钮。

b. 按下方向盘上的 PHONE SEND (电话发送)
按钮。

拨打电话的方法有多种。在以下选项中选择其

一，不要执行上述第 2 步中的“快捷拨号”。

. 通话记录

从来电、呼出或未接电话记录中选择姓名

或电话号码。

. 手机通讯录

从下载列表中选择姓名或电话号码。

. 小键盘

在屏幕上显示的键盘上手动输入电话号

码。(请参见“如何使用触摸屏” (4-4
页)。)

接听电话

SAA2445

电话铃响时，屏幕将切换至来电模式。要接听

电话，执行下列任一操作。

. 选择显示屏上的“接电话”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

. 按下方向盘上的 PHONE SEND (电话发送)
按钮。

接听电话的方法有多种。选择下列显示在屏幕

上的其中一项。

. 接电话

接听来电进行通话。

. 保留

保持来电。

. 拒接来电

拒绝接听来电。

要结束电话，执行下列任一操作。

. 选择显示屏上的“挂机”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

. 按下方向盘上的 PHONE SEND (电话发送)
按钮。

通话中

SAA2446

通话中有几种方法可用。必要时选择下列显示

在屏幕上的其中一项。

. 挂机

结束电话。

. 切换免提

转接电话到手机。

. 静音

对通话人静音。

. 解除静音

选择“静音”后显示此按钮。将解除静

音。

. 拨号

通过网络服务 (如语音邮件) 向拨打者发送

拨号音。

要想将对方的声音调大或调小，通话时按下方

向盘上的音量控制开关 (+ 或 -) 或转动仪表板

上的音量控制旋钮。在设置模式中该调整同样

适用。

电话设置

SAA3279

当按下 SETTING 按钮，并使用 INFINITI 英菲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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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尼迪控制键选择“ P h o n e · I n f i n i t i
Connection”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选择“电话”键并按

下 ENTER 按钮时，“电话”屏幕出现。

快捷拨号的注册/编辑

可以进行快捷拨号注册和编辑/删除已注册的

快捷拨号。

删除快捷拨号

可以全选删除或单选删除已注册的快捷拨号。

手机通讯录

可以下载 Bluetooth® 手机上注册的所有联系

人。此功能的可用性取决于不同的手机。手机

的生产商不同，手机的存储数据下载步骤也不

同。详情请参见手机用户手册。

当“自动下载”激活时，即使车辆手机通讯录

的条目已被删除，但每次手机和车辆配对后，
系统都会自动重新下载在手机上注册的条目。

调整音量

可设定以下类型的电话音量。

. 来电音量/接电话音量/通话音量

如需调节音量大小，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

迪控制键选择“来电音量”/“接电话音

量”/“通话音量”进行调节。

. 自动保持

该功能启动后，会自动保持来电。

. 使用车载设备的来电音

当该功能启动时，在接收到来电时，车载

系统 (而不是免提电话) 将会响起铃声。

自动下载

当该功能启动时，在连接免提电话的同时，将

自动下载免提电话的快捷拨号。

当此项目打开时，即使车辆手机通讯录的条目

已被删除，系统也会自动重新下载在所连接的

手机上注册的条目。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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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指南

系统应能轻松对所有语音指令做出正确反应。如果遇到问题，尝试以下解决办法。

按数字列出解决办法，请按顺序尝试，从第 1 个开始直至问题得以解决。

症状 解决方案

系统无法正确解析指令。

1.确保指令有效。(请参见“INFINITI 英菲尼迪声音识别系统” (4-66 页)。)

2.确保听到提示音后说出指令。

3.清楚地说出指令，字间无停顿，且车内环境噪音级适当。

4.确保不超过环境噪音级 (比如，车窗打开或除雾器打开)。
注意: 在过于吵杂而不适合使用电话的环境中，也很可能无法识别语音指令。

5.如果同时说出一个以上的指令，尝试分别说出指令。

系统连续选择错误的声音标签
1.确保所需声音标签与原保存时匹配。(请参见“电话簿注册” (4-62 页)。)

2.更改易混淆的名字。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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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INFINITI 英菲尼迪声音识别系统只能识别普通

话。

如需使用声音识别系统，必须首先了解欢迎屏

幕上显示的注意事项。

INFINITI 英菲尼迪声音识别系统可以实现车载

系统的免提操作，如手机、导航系统、车辆信

息和音响系统。INFINITI 英菲尼迪声音识别系

统可以选择两种模式中的一种使用，标准模式

或多指令切换模式。

在标准模式，显示屏总是显示可用指令并且由

系统语音播报出来。按照系统提示便可完成所

需操作。(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INFINITI
英菲尼迪声音识别标准模式” (4-66 页)。)

对于高级操作，您可以使用多指令切换模式，
在此模式下可通过 INFINITI 英菲尼迪声音识

别系统启用显示屏和音响的操作。(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见“INFINITI 英菲尼迪声音识别多

指令切换模式” (4-71 页)。)多指令切换模式

打开时，按下 TALK (说话) 按钮后，可以

说出扩展的指令列表。只有此模式打开时才能

查看展开的指令列表。注意，由于可使用指令

数量和各指令说话方式的增加，此模式的声音

识别成功率会受到影响。

如需提高声音识别的成功率，多指令切换模式

打开时，请尝试使用此模式里的声音识别系统

练习。否则，我们建议您关闭多指令切换模

式，使用标准模式以便达到最佳识别效果。

如果空调设为“自动”，则风扇转速会自动降

低便于识别语音指令。

屏幕上显示与声音识别系统相关的信息。

有关导航系统的语音命令详细内容，请参见

《车载卫星智能导航系统使用说明手册》。

INFINITI 英菲尼迪声音识别标准模式

以下部分仅标准模式打开时可用。

标准模式可使您简单根据显示屏上的提示和系

统播报便能完成所需操作。

启动标准模式

SAA2448

多指令切换模式启动时，请完成下列步骤切换

至标准模式。

1. 按下仪表板上的 SETTING 按钮。

2. 突出显示在显示屏上的“其他”键，然后

按下 ENTER 按钮。

3. 突出显示“声音识别”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SAA2449

4. 突出显示“多指令切换模式”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

5. 指示灯熄灭，标准模式启动。

显示用户指南

如果您第一次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声音识

别系统或不知道操作方法，您可以选择显示

《用户指南》进行确认。

您可以使用简化版的《用户指南》来确认如何

使用语音指令，该指南包含了几种语音指令的

基本指导和教程。

SAA3354

INFINITI 英菲尼迪声音识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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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下仪表板上的 INFO 按钮。

2.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突出显

示“声音识别”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

钮。

3.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突出显

示“用户指南”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

按下方向盘上的 TALK (说话) 按钮并

说出“帮助”可跳过步骤 1 至 3。

4.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突出显示一

个项目，并按下 ENTER 按钮。

可选项目:

. 开始声音识别

如何操作 INFINITI 英菲尼迪声音识别系统

的基础讲解

. 演示-使用注册地检索

使用注册地来输入目的地的教程

. 语音帮助

显示关于说出可供系统识别的正确指令的

有用提示。

注意，只有在多指令切换模式启动时才能使用

指令列表功能。

操作准备

SAA2451

第一次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声音识别系统

之前，您可以参阅用户指南的操作准备部分确

认如何使用指令。

1. 突出显示“开始声音识别”，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2. 您可以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滚动

屏幕来确认页数。

关于 INFINITI 英菲尼迪声音识别系统的教程

如果您选择了“演示-使用注册地检索”，您

可以查阅有关如何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声

音识别执行此项操作的教程。

正确操作的有用提示

SAA2533

您可以显示有用的语音指令提示来帮助系统正

确识别您的语音指令。

突出显示“语音帮助”并按下 ENTER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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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使用系统

初始化

点火开关按至 ON 位置时，INFINITI 英菲尼迪

声音识别被初始化，此过程可能需要 1 分钟。

初始化完成后，系统进入接受语音指令状态。

如果在初始化完成前按下 TALK (说话) 按

钮，显示屏将显示此信息: “加载声音识别系

统。请稍候...”或鸣响蜂鸣声。

开始之前

如果要从 INFINITI 英菲尼迪声音识别上获得

最佳声音识别效果，请执行下列操作:

. 车内应尽可能保持安静。关闭车窗消除周

围噪音 (交通噪音和振动声音等)，这些噪

音会影响到系统正确识别语音指令。

. 请在听到提示音后说出指令。

. 用自然谈话的声音讲话，字与字之间不要

停顿。

. 如果空调设为“自动”，则风扇转速会自

动降低便于识别语音指令。

. 声音识别功能仅支持普通话。

发出语音指令

SAA2167

1. 按下位于方向盘上的 TALK (说话) 按

钮。

SAA2453

2. 屏幕上显示指令列表，且系统语音提示:
“您想使用电话，导航，信息，音响或者

帮助吗？”。

3. 系统发出提示音后，屏幕上的图标从

变为 ，说出一道指令。

4. 继续按照语音菜单提示操作，并在听到提

示音后说话，直至完成所需操作。

操作要点:

. 请在听到提示音后说出指令。

. 可用指令始终显示在显示屏上并通过语音

菜单提示播报。除这些显示的指令外，其

他指令均不接收。请按照系统给出的提示

操作。

. 如果指令未能识别，系统将语音提示:“请

再说一遍”。请清晰地重复指令。

. 按下 BACK 按钮一次，返回上一屏幕。

. 如需取消指令，按住 TALK (说话) 按

钮。将会语音提示“语音取消”消息。

. 如果声音识别模式已启动，按下 TALK (说
话) 按钮取消语音引导，然后即可说

出语音指令。

. 如果要调整系统反馈音量，当系统发出语

音提示时按下方向盘上的音量控制按钮

[+] 或 [-] 或使用音响系统音量旋钮。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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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列表

类别指令

指令 操作

电话 操作电话功能

导航 操作导航功能

信息 显示车辆信息功能

音响 操作音响功能。

帮助 显示用户指南

. 电话指令

指令 操作

快捷拨号 呼叫储存在快捷拨号中的联系人。

手机通讯录 呼叫储存在车载电话的联系人。

通话记录 已接电话 呼叫已接电话号码。

已拨电话 呼叫已拨电话号码。

未接电话 呼叫未接电话号码。

. 导航指令

请参见另附的《车载卫星智能导航系统使用说明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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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 信息指令

指令 操作

油耗 显示油耗信息。

保养 显示保养信息。

胎压 (如装备) 显示胎压信息。

. 音响指令:

指令 操作

AM 转至 AM 波段并选择上一次播放的电台。

FM 转至 FM 波段并选择上一次播放的电台。

音乐盒 打开“音乐盒”硬盘驱动音响系统。

CD 开始播放 CD。

AUX (如装备) 播放辅助音响源。

. 一般指令

指令 操作

返回 修正最后识别结果，返回上一屏幕

退出 取消声音识别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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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指令示例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声音识别功能时，有

时说出一个指令就足够，但有时需要说出两个

或更多指令。如例所示，此处描述了一些语音

指令的附加基本操作。

有关导航系统指令，请参见另附的《车载卫星

智能导航系统使用说明手册》。

拨打已接电话记录:

SAA2167

1. 按下位于方向盘上的 TALK (说话) 按

钮。

SAA3356

2. 系统语音提示: “您想使用电话，导航，
信息，音响或者帮助吗？”

3. 说出“电话”。

SAA3357

4. 说出“通话记录”。

SAA3358

5. 说出“已接电话”。显示已接电话列表。

SAA3359

6. 说出“No.1”。

7. 系统呼叫 0-1923-899334。

注:

如果系统无法识别您的指令，请尝试用自然的

声音重复指令。语速太慢或声音太吵可能会进

一步降低识别性能。

INFINITI 英菲尼迪声音识别多指令切换
模式

以下部份在多指令切换模式启动时可用。

多指令切换模式打开时，按下 TALK (说话)
按钮后，有更多指令可用。在该模式下，

显示屏上未完全显示或提示可用指令。启动该

模式，浏览展开的指令列表。请参见多指令切

换模式屏幕示例。

请注意，在该模式下，由于可用指令的数量和

说出各指令的方式增加了，识别成功率可能会

受影响。要提高识别成功率，尝试使用在该模

式下可用的声音识别练习功能。(请参见“语

音指令学习功能 (适用于多指令切换模式)”
(4-76 页)。)否则，我们建议您关闭多指令切

换模式，使用标准模式以便达到最佳识别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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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果。

在多指令切换模式中，浏览适用于该模式扩展

指令列表，因为某些标准模式下的可用指令已

被更换。请参见屏幕上的示例。

启动多指令切换模式

SAA2460

当标准模式启动时，执行以下步骤切换至多指

令切换模式。

1. 按下仪表板上的 SETTING 按钮。

2. 突出显示在显示屏上的“其他”键，然后

按下 ENTER 按钮。

3. 突出显示“声音识别”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SAA2461

4. 突出显示“多指令切换模式”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

5. 屏幕上显示确认信息。按下“OK”键启动

多指令切换模式。

显示指令列表

如果您第一次使用语音指令控制系统或不知道

合适的语音指令，执行以下步骤以显示语音指

令列表 (仅在多指令切换模式下适用)。

SAA2462

1. 按下仪表板上的 INFO 按钮。

2.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突出显

示“声音识别”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

钮。

3.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突出显

示“指令列表”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

按下方向盘上的 TALK (说话) 按钮并

说出“帮助”可跳过步骤 1 至 3。

SAA2463

4.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突出显示类

别，并按下 ENTER 按钮。

SAA2464

5.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突出显示一

个项目，并按下 ENTER 按钮。

6. 如果必要，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

滚动屏幕以浏览整张列表。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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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下 BACK 按钮，返回上一屏幕。

指令列表

电话指令

指令 操作

快捷拨号 呼叫储存在快捷拨号中的联系人。

手机通讯录 呼叫储存在车载电话的联系人。

通话记录 已接电话 呼叫已接电话号码。

已拨电话 呼叫已拨电话号码。

未接电话 呼叫未接电话号码。

导航指令

请参见另附的《车载卫星智能导航系统使用说明手册》。

信息指令

指令 操作

油耗 显示油耗信息。

保养 显示保养信息。

胎压 (如装备) 显示胎压信息。

音响指令

指令 操作

音乐盒 打开“音乐盒”硬盘驱动音响系统。

CD 开始播放 CD。

FM 转至 FM 波段并选择上一次播放的电台。

AM 转至 AM 波段并选择上一次播放的电台。

USB 打开 USB 存储装置。

蓝牙音响 打开 Bluetooth® 音响播放器。

AUX (如装备) 播放辅助音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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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帮助指令

指令 操作

指令列表 导航指令 显示导航指令列表。

电话指令 显示电话指令列表。

音响指令 显示音响指令列表。

信息指令 显示信息指令列表。

帮助指令 显示帮助指令列表。

用户指南 显示用户指南

声音识别系统练习 该系统可记忆两到三个人的声音。

一般指令

指令 操作

返回 修正最后识别结果，返回上一屏幕

退出 取消声音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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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用户指南

SAA3355

您可以使用简化版的《用户指南》来确认如何

使用语音指令，该指南包含了几种语音指令的

基本指导和教程。

1. 按下仪表板上的 INFO 按钮。

2.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突出显

示“声音识别”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

钮。

3.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突出显

示“用户指南”键，并按下 ENTER 按钮。

4.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突出显示一

个项目，并按下 ENTER 按钮。

可选项目:

. 开始声音识别

描述如何操作 INFINITI 英菲尼迪声音识别

系统的基本方法。

. 演示-使用注册地检索

请参见《车载卫星智能导航系统使用说明

手册》。

. 语音帮助

显示关于如何正确说出指令使系统进行正

确识别的有用提示。

. 高级用户设置

描述可用的声音识别设置。

. 使系统识别您的声音

使系统识别您的声音的教程。

使用系统

初始化

点火开关按至 ON 位置时，INFINITI 英菲尼迪

声音识别被初始化，此过程可能需要 1 分钟。

初始化完成后，系统进入接受语音指令状态。

如果在初始化完成前按下 TALK (说话) 按

钮，显示屏将显示此信息: “加载声音识别系

统。请稍候...”或鸣响蜂鸣声。

开始之前

要获得 INFINITI 英菲尼迪声音识别最佳性

能，请遵循以下几点:

. 请尽可能保持车内安静。关闭车窗消除周

围噪音 (交通噪音和振动声音等)，这些噪

音会影响到系统正确识别语音指令。

. 请在听到提示音后说出指令。

. 用自然的声音讲话，字与字之间不要停

顿。

. 如果空调设为“Auto”，则风扇转速会自

动降低便于识别您的指令。

. 声音识别功能仅支持普通话。

发出语音指令

SAA2167

1. 按下并松开位于方向盘上的 TALK (说话)
按钮。

SAA2467

2. 指令列表显示在屏幕上，然后系统语音提

示: “请说出指令”。

3. 系统发出提示音后，屏幕上的图标从

变为 ，说出一道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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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操作要点:

. 当图标为 时，语音指令无法被接收。

. 如果指令未能识别，系统将语音提示:“请

再说一遍”。请清晰地重复指令。

. 按下 BACK 按钮一次，返回上一屏幕。

. 如需取消指令，按住 TALK (说话) 按钮

1 秒。语音将提示“语音取消”。

. 如果声音识别模式已启动，按下 TALK (说
话) 按钮取消语音引导，然后即可说

出语音指令。

. 如果要调整系统反馈音量，当系统发音时

按下方向盘上的音量控制按钮 [+] 或 [-]
或使用音响系统音量旋钮。

语音指令学习功能 (适用于多指令切换模式)

SAA2468

声音识别系统有学习用户声音以获得更好声音

识别性能的功能。该系统可记忆两到三个人的

声音。

使系统学习用户的声音:

1. 按下仪表板上的 SETTING 按钮，突出显示

显示屏上的“其他”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2. 突出显示“声音识别”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3. 突出显示“声音识别练习”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SAA2469

4. 选择声音被系统记忆的用户，并按下

ENTER 按钮。

5. 选择 [声音识别练习]，并按下 ENTER 按

钮。

SAA2470

6. 从以下列表中选择系统要学习的类别并按

下 ENTER 按钮。

. 电话

. 导航

. 信息

. 音响

. 帮助

显示类别中的语音指令。

7. 选择语音指令并按下 ENTER 按钮。

声音识别系统启动。

SAA2471

8. 系统要求您在听到提示音后重复指令。

9. 系统发出提示音后，屏幕上的图标从

变为 ，说出一个系统请求的指令。

10. 当系统识别语音指令时，用户的声音即被

学习。

按下 TALK (说话) 按钮或 BACK 按钮，返回

上一屏幕。

如果系统已正确学习指令，显示屏上的语音指

令指示灯点亮。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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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识别系统练习功能设置:

SAA2472

编辑播放列表名称

用屏幕显示的键盘编辑用户名。

重置结果

重置声音识别系统已学习的用户声音。

连续练习

当该项打开时，您可以使系统连续学习语音指

令，无须依次选择指令。

缩短声音提示 (适用于多指令切换模式)

从系统缩短声音提示，执行以下步骤。

1. 按下仪表板上的 SETTING 按钮。

2. 使用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突出显

示“其他”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3. 突出显示“声音识别”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4. 突出显示“缩短声音提示”键，然后按下

ENTER 按钮。

5. 该项打开，如果声音识别系统启动，语音

提示将缩短。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4-77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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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 显示屏、加热器和空调及音响系统

故障排除指南

系统应能轻松对所有语音指令做出正确反应。如果遇到问题，按照本手册中针对故障给出的解决方案操作。

如果解决方案是按序列出，请从第一个开始，依次尝试每个解决方案直至问题解决为止。

症状/故障信息 解决方案

系统无法正确解析指令。 1.确保指令格式有效，请参见“指令列表” (4-69 页)。

2.清楚地讲话，字与字之间不要停顿。讲话的音量接近环境噪音级。

3.请确保环境噪音级不要过高，如在车窗打开或除雾器打开的情况下。

注:
如果环境太嘈杂无法使用电话，则可能无法识别语音指令。

4.如果指令中的可选词被省略，应补充后重试指令。

5.用声音识别系统支持的语言说出指令。

系统始终选择快捷拨号中错误的声音标签。 1.确保所需声音标签与原保存时匹配。(请参见“Bluetooth® 免提电话系统” (4-60 页)。)

2.更换与另外一个声音标签混淆的声音标签。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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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起动与驾驶

磨合期............................................................... 5-3

发动机起动前...................................................... 5-3

起动与驾驶时的注意事项....................................... 5-3

废气 (一氧化碳).............................................. 5-3

三元催化器..................................................... 5-4

公路或越野驾驶的注意事项.................................... 5-4

安全驾驶的注意事项......................................... 5-4

胎压监测系统 (TPMS)........................................ 5-5

小心驾驶 ............................................................ 5-7

发动机冷起动阶段............................................ 5-7

装载行李时..................................................... 5-7

潮湿环境下驾驶............................................... 5-7

冬季驾驶........................................................ 5-7

按钮式点火开关................................................... 5-7

按钮式点火开关操作注意事项............................. 5-7

智能钥匙系统.................................................. 5-7

自动变速箱 (AT).............................................. 5-8

转向锁........................................................... 5-8

点火开关位置.................................................. 5-8

智能钥匙电池电量耗尽...................................... 5-9

起动发动机......................................................... 5-9

驾驶车辆 .......................................................... 5-10

使用自动变速箱 (AT) 驾驶............................... 5-10

四轮驱动 (4WD) ................................................. 5-13

4WD 警告灯 ................................................... 5-13

SNOW (雪地) 模式............................................... 5-14

连续阻尼控制 (如装备)....................................... 5-14

自动模式...................................................... 5-14

运动模式 .................................................... 5-14

车辆动态控制 (VDC) 系统.................................... 5-15

车辆动态控制 (VDC) OFF 开关 ......................... 5-15

巡航控制 (如装备) ............................................ 5-16

巡航控制的注意事项 ..................................... 5-16

巡航控制操作 .............................................. 5-16

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 (如装备)....................... 5-17

选择车距控制模式 ........................................ 5-18

车距控制模式 .............................................. 5-18

车距控制模式的注意事项 ............................... 5-18

车距控制模式操作 ........................................ 5-19

常规 (定速) 巡航控制模式 ............................. 5-27

预检功能 [用于装备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的车型] ....................................... 5-29

驻车 ............................................................... 5-29

牵引拖车 ......................................................... 5-30

动力转向系统 ................................................... 5-31

后轮主动转向系统 (如装备) ................................ 5-31

制动系统 ......................................................... 5-31

制动注意事项 .............................................. 5-31

制动辅助 .................................................... 5-32

预检功能 [用于装备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的车型] ....................................... 5-32

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5-33

车辆安全 ......................................................... 5-34

寒冷天气驾驶 ................................................... 5-34

蓄电池 ....................................................... 5-34

发动机冷却液 .............................................. 5-35

轮胎装备 ....................................................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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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专用装备................................................ 5-35

驻车制动器................................................... 5-35

防腐蚀.........................................................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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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 2,000 km (1,200 英里) 行驶期间，请

遵循下列建议以获得最佳发动机性能和确保新

车将来的可靠性和经济性。否则，可能缩短发

动机寿命和降低发动机性能。

. 无论快慢，都不要长时间以一种恒定的速

度驾驶。

. 请勿让发动机转速超过 4,000 rpm。

. 请勿在任何档位下踩尽油门加速。

. 请勿快速起动。

. 尽量避免急刹车。

警告:

任何附加的装载物及其分布和选配的附加装置

(牵引拖挂装置、车顶架等) 会明显改变车辆的

驾驶性能。因此必须相应调整驾驶方式和车

速。特别是负载较重时，必需适当地降低车

速。

. 确保车辆周围没有障碍物。

. 目视检查轮胎的外观以及状况。测量和检

查轮胎充气压力是否适当。

. 检查所有的车窗和车灯是否干净。

. 调整座椅及头枕位置。

. 调整车内及车外后视镜的位置。

. 系好自己的安全带，并让所有乘客也系好

安全带。

. 当点火开关按到“ON”位置时，检查警告

灯的工作情况。

. 应该定期检查“8.保养和自行维护”章节

中的保养项目。

警告:

. 切勿让儿童或需要他人照看的成年人单独

留在车内。也不要将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他们/它们可能会无意地触动开关或控制

键，从而导致严重事故并伤及自身。在炎

热晴朗的天气里，封闭车辆内的温度会快

速升高，足以对人或动物造成严重甚至致

命的伤害。

. 正确固定所有货物，避免货物出现滑动或

移动现象。放置货物的高度不能高于靠

背。在紧急制动或发生碰撞时,未固定的货

物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

废气 (一氧化碳)

警告:

. 请勿吸入废气: 它含有无色无味的一氧化

碳。一氧化碳对人体有害。它可能导致失

去知觉或死亡。

. 如果发现车内有尾气，驾驶时请将所有车

窗完全打开，并及时检查车辆。

. 请勿在封闭的场所内 (如车库) 运转发动

机。

. 请勿在发动机运转时长时间驻车。

. 驾驶过程中，要关好后背门，否则废气可

能会进入乘客舱内。如果必须在打开后背

门的情况下驾驶，请注意下列事项:

— 打开所有车窗。

— 关闭空气内循环开关，并将风扇控制

设定在最高级来循环空气。

起动与驾驶 5-3

磨合期 发动机起动前 起动与驾驶时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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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起动与驾驶

. 如果为了娱乐或其他用途添加了专用装置

或其他装备，请根据制造商的建议进行操

作，防止一氧化碳进入车内。(一些娱乐性

车用设备，例如炉子、冰箱、加热器等，
也会产生一氧化碳。)

. 在下列情况下，应该让合格的维修技师检

查排气系统和车身:

— 维修时举升车辆。

— 怀疑废气能进入乘客舱。

— 注意到排气系统声音有异常。

— 排气系统、底盘或车尾在事故中损

坏。

三元催化器

警告:

. 废气和排气系统的温度都很高。人、动物

和易燃物应远离排气系统部件。

. 请勿将车辆停驻在易燃物上，例如干草、

废纸或破布。否则可能点燃并引发火灾。

三元催化器是安装在排气系统中的一种排气控

制装置。废气在三元催化器中高温燃烧，有助

于减少污染。

注意:

. 请勿使用含铅汽油。(请参见“推荐的燃

油/润滑剂和容量” (9-2 页)。)含铅汽油

产生的沉淀物会严重削弱三元催化器减少

排气污染的能力和/或损坏三元催化器。

. 务必正确调试发动机。点火、燃油喷射或

电气系统发生故障时会导致过多燃油流入

三元催化器中，以致温度过高。当检测到

发动机缺火或明显性能降低或其它不正常

的运转现象时，请勿继续驾驶。应立即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车辆。

. 避免在燃油油位极低的情况下驾驶。燃油

不足时继续驾驶容易造成发动机缺火，从

而损坏三元催化器。

. 请勿在预热发动机时使发动机高速运转。

. 请勿以推车或牵引方式来起动发动机。

多用途车辆的倾翻率远高于其他车型。

它们的离地间隙比乘用车高，使它们可以在多

种类型的公路及越野环境下行驶。这使它们比

普通轿车的重心高。高离地间隙的一个优点是

道路视野好，可以发现问题。但是，不可用与

一般传统轿车相同的高速转弯，就如同低底盘

的跑车无法用来越野行驶一样。尽可能避免急

转弯或突然操纵车辆，特别是在高速时。与这

种类型的其他车辆一样，错误操作该车可能导

致车辆失控或翻滚。

安全驾驶的注意事项

您的 INFINITI 英菲尼迪适用于正常和越野路

况。然而，由于您的 INFINITI 英菲尼迪主要

适用于休闲，不像传统越野车辆，所以务必避

免在深水或泥土中驾驶。

对于越野驾驶及当车辆陷入深雪、泥泞中或类

似情况进行脱困时，请记住两轮驱动 (2WD) 车

型的脱困能力要小于四轮驱动 (4WD) 车型。

请遵循以下注意事项:

警告:

. 离开公路时，小心驾驶，避免进入危险区

域。驾驶或乘坐该车辆的每一个人都应系

好安全带。在崎岖地形行驶时，这可保证

您和您的乘客正确就位。

. 不要驾驶经过各种陡坡。而应该选择直线

上下坡道。与上下坡相比，横穿陡坡车辆

更容易侧翻。

. 许多山坡对于任何车辆来说都过于陡峭。

如果爬这样的山坡，发动机可能熄火。如

果下这样的山坡，则速度可能失去控制。

公路或越野驾驶的注意事项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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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横穿这样的山坡，车辆可能会侧翻。

. 下坡时不要换档，因为这会导致车辆失

控。

. 驾驶至山顶时保持警惕。在顶部，地面可

能急剧下降或出现其他可能导致事故的危

险。

. 如果发动机熄火或者无法爬到陡坡的顶

部，切勿尝试转弯。您的车辆可能倾斜或

侧翻。务必用 R (倒档) 直线倒车。切勿仅

使用制动器在 N (空档) 位置倒车，因为这

会导致车辆失去控制。

. 下坡时高强度制动会导致制动器过热和衰

退，导致车辆失去控制和发生事故。轻踩

制动器并用低档来控制速度。

. 在崎岖地形行驶时，未固定的货物可能飞

出。适当固定所有货物使其不向前飞出而

给您和您的乘客造成伤害。

. 为了避免过度抬高重心，请勿超过车顶架

的额定承载能力，并均匀装载行李。将货

物区的重物尽可能靠前向低处固定。请勿

使用大于本手册所定规格的轮胎装配车

辆。这会导致车辆翻滚。

. 越野驾驶时，不要抓住方向盘内侧或辐

条。方向盘可能突然转动而使您的双手受

伤。驾驶时应将拇指和其他手指放在方向

盘轮圈的外侧。

. 在驾驶车辆前，确认驾驶员和所有乘客都

已系紧安全带。

. 由于地板可能变热，驾驶时务必放置地板

垫。

. 当遇到强侧向风时，降低车速。重心越

高，您的 INFINITI 英菲尼迪更容易受强侧

向风影响。降低车速以便更好地控制车

辆。

. 即使使用 4WD，也不要超过轮胎性能进行驾

驶。

. 在发动机运行的情况下，请勿将两轮顶离

地面以及将变速箱换到任一驾驶档或倒档

位置。否则可能损坏传动系或使车辆意外

移动，导致车辆损坏或人身伤害。

. 即使将另外两轮顶离地面，也不要企图在 2
轮测功机或类似设备上测试 4WD 车辆。在

将车辆置于测功机上之前，务必告诉测试

人员，您的车辆装有 4WD。使用错误的测试

设备可能损坏传动系或者车辆意外移动，
导致车辆损坏或人身伤害。

. 由于路面不平坦而导致一个车轮离开地面

时，请勿让车轮以过高速度旋转。

. 急加速、急转向或紧急制动都可能失去控

制。

. 如果可能，避免急转向，尤其是在高速行

驶时。您的车辆比传统轿车重心更高。此

车设计的转弯速度与传统轿车不一样。未

正确操作该车辆可能导致车辆失控和/或翻

滚。

. 务必在四个车轮上使用相同类型、尺寸、

品牌、结构 (斜交、斜交带束或子午线轮

胎) 以及花纹的轮胎。在光滑路面上行驶

时，在后轮上安装牵引装置并小心驾驶。

. 在泥地和水中驾驶后，务必立即检查制动

器。有关制动器潮湿的信息，请参见“制

动系统” (5-31 页)。

. 避免将车辆停在陡坡上。如果下车后而车

辆向前、向后或横向移动，则可能导致您

受伤。

. 一旦驾驶经过沙地、泥地或与轮毂等高的

水，则可能需要更加频繁的保养。请参

阅“INFINITI 英菲尼迪维修和保养指

南”中的保养信息。

胎压监测系统 (TPMS)

各轮胎，包括备用轮胎 (如果提供)，应每月在

冷态下检查，并充气至车辆制造商在车辆铭牌

或轮胎充气压力标签上推荐的压力值。(如果

您的车辆轮胎与车辆铭牌或轮胎充气压力标签

上指示的轮胎尺寸不同，则您自己需要判断该

些轮胎的正确压力。)

作为另一项安全措施，您的车辆装有胎压监测

系统 (TPMS)，当一个或多个轮胎明显压力低

时，将点亮轮胎压力低警告灯。相应的，当轮

胎压力低警告灯点亮时，应尽快停车并检查轮

胎，然后充气至正常压力。在轮胎压力明显不

足的情况下行驶，会导致轮胎过热和轮胎故

障。压力低也会降低燃油效率和胎面寿命，并

影响车辆的操纵和制动性能。

请注意，TPMS 并不能取代正常的轮胎维护，而

且应该由驾驶员负责保持正确的轮胎压力，即

使压力并未低至启动 TPMS 轮胎压力低警告灯

点亮的程度。

本车也装有 TPMS 故障指示灯，当系统工作不

正常时发出指示。TPMS 故障指示灯与轮胎压力

低警告灯组合。当系统检测到故障时，指示灯

将闪烁约 1 分钟，然后持续点亮。只要故障继

起动与驾驶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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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起动与驾驶

续存在，该现象将在随后车辆起动时继续出

现。当故障指示灯点亮时，系统可能无法正常

检测或通知轮胎压力低。TPMS 可能由于多种原

因而出现故障，包括更换或轮胎或车轮换位，
这都可以导致 TPMS 无法正常工作。在更换车

辆上的一个或多个轮胎或车轮后，务必检查

TPMS 故障指示灯，确保更换或换位的轮胎和车

轮可使 TPMS 继续正常工作。

其他信息

. TPMS 不监测备用轮胎的压力。

. TPMS 只在车速大于 25 km/h (16 MPH) 时启

动。而且，该系统无法监测轮胎压力突然

下降 (例如行驶过程中轮胎漏气)。

. 调整轮胎压力时，轮胎压力低警告灯不会

自动熄灭。在轮胎充气至规定压力后，必

须以 25 km/h (16 MPH) 以上速度驾驶车

辆，以启动 TPMS 并熄灭轮胎压力低警告

灯。使用轮胎压力表检查轮胎压力。

. 轮胎压力根据车辆行驶产生的热量以及外

界温度而上升和下降。外界温度低会降低

轮胎内的空气温度，从而导致轮胎压力下

降。这会导致轮胎压力低警告灯点亮。如

果在低温环境下警告灯点亮，请检查所有

车轮的轮胎压力。

. 还可在显示屏上检查所有轮胎 (备用轮胎除

外) 的压力。屏幕上显示的轮胎压力图顺

序与实际的轮胎位置顺序并不一致。(请参

见“车辆信息显示” (4-5 页)。)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轮胎压力低警告

灯” (2-11 页) 和 “胎压监测系统

(TPMS)” (6-2 页)。

警告:

. 行驶过程中，如果轮胎压力低警告灯点亮

或监视器屏幕显示 LOW PRESSURE (压力低)
信息，避免突然转向或紧急制动，降低车

速，尽快驶离路面至安全位置并停车。在

轮胎压力低的情况下行驶会永久损坏轮胎

以及增加轮胎出现故障的可能性。可能会

导致车辆严重损坏和事故,并造成严重人身

伤害。检查四个轮胎的压力。调节轮胎压

力至轮胎标签上推荐的 COLD (冷态)轮胎压

力，从而熄灭轮胎压力低警告灯。如果轮

胎漏气，尽快更换备用轮胎。(有关更换漏

气轮胎的信息，请参见“漏气轮胎” (6-2
页)。)

. 当安装备用轮胎或更换车轮时，TPMS 不起

作用，而且轮胎压力低警告灯闪烁约 1 分

钟。警告灯将在 1 分钟后持续点亮。尽快

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更换轮胎

和/或重置系统。

. 如果更换了非 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

最初指定的轮胎，会影响 TPMS 的正常工

作。

. 请勿向轮胎内注入任何轮胎液体或轮胎气

溶密封剂，因为这样会引起轮胎压力传感

器的故障。

注意:

. 当车轮安装了轮胎防滑链或车轮埋在雪里

时，TPMS 可能不会正常工作。

. 请勿在车窗上安装金属膜或任何金属零件

(天线等)。这会导致来自轮胎压力传感器

的信号接收不良，TPMS 无法正常工作。

某些设备和发射器会暂时干扰 TPMS 的工作，
并导致轮胎压力低警告灯点亮。这些情况包

括:

. 车辆附近有使用类似无线电频率的设备或

电子装置。

. 在车内或车辆附近使用具有相近频率的发

射器。

. 在车内或车辆附近使用计算机 (或类似设

备) 或 DC/AC 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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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具体情况驾驶车辆是保证安全与舒适驾驶的

必要条件。作为驾驶员应该十分了解如何在特

定环境下驾驶车辆。

发动机冷起动阶段

由于发动机在冷机时转速较快，因此在发动机

起动后的预热期内，选择挂档必须格外小心。

装载行李时

装载物及其分布和选配装备 (牵引拖挂装置、

车顶架等) 会显著改变车辆的驾驶特性。因此

必须相应调整驾驶方式和车速。

潮湿环境下驾驶

. 避免突然加速或紧急制动。

. 避免急转弯或突然换车道。

. 与前车应保持适当的距离。

当路面上有积水，水坑或小水流时，请减速行

驶，以防打滑和失去控制。磨损的轮胎会增加

这种危险。

冬季驾驶

. 谨慎驾驶。

. 避免突然加速或紧急制动。

. 避免急转弯或突然换车道。

. 避免突然转向。

. 与前车应保持适当的距离。

按钮式点火开关操作注意事项

除紧急情况外，驾驶车辆时，请勿操作按钮式

点火开关。(连续 3 次按下点火开关或者按住

点火开关 2 秒以上时，发动机将关闭。)否则

会锁定方向盘导致车辆失去控制。造成严重的

车辆损坏或人员伤亡。

操作按钮式点火开关前，务必将换档杆移

到“P”(驻车档) 位置。

智能钥匙系统

使用智能钥匙系统不必将钥匙从口袋或包里拿

出就可以操作点火开关。智能钥匙系统的工作

状况受操作环境和/或条件的影响。

一些有关操作的指示灯和警告显示在车速表和

转速表之间的点阵式液晶显示屏上。(请参

见“点阵式液晶显示屏” (2-14 页)。)

注意:

. 驾驶车辆时务必随身携带智能钥匙。

. 离开车辆时，切勿将智能钥匙留在车内。

. 如果车辆蓄电池电量耗尽，则点火开关将

无法从“LOCK”位置切换；如果转向锁起

作用，则方向盘也无法移动。请尽快给蓄

电池充电。(请参见“跨接起动” (6-5
页)。)

工作范围

SSD0436

只有智能钥匙在规定操作范围 ① 内时才能使

用智能钥匙起动发动机，如图所示。

当智能钥匙电池的电量耗尽或操作地点附近有

强电磁波时，智能钥匙系统的操作范围变小，
且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如果智能钥匙在操作范围内，任何人(甚至没

有携带智能钥匙的人)都可以按点火开关起动

发动机。

. 行李箱区域不在操作范围内，但智能钥匙

可能会工作。

. 如果智能钥匙放置在仪表板上、手套箱

内、车门兜内或车内乘坐区的角落里，智

能钥匙可能无法工作。

. 如果智能钥匙放置在车外的车门或车窗附

近，智能钥匙可能会工作。

起动与驾驶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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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起动与驾驶

自动变速箱 (AT)

点 火 锁 的 设 计 使 得 只 有 将 换 档 杆 移 动

到“P”(驻车档) 位置时，才能将点火开关推

到“LOCK”位置。在点火开关按到“OFF”位

置时，确认换档杆处于“P”(驻车档) 位置。

当无法将点火开关转至“LOCK”位置时:

1. 换档“P”警告会显示在点阵式液晶显示屏

上并且蜂鸣器鸣响。

2. 将换档杆移到“P”(驻车档) 位置。

3. 如果点火开关处于“ACC”位置，“按

压”警告出现在点阵式液晶显示屏上。

4. 按下点火开关。点火开关切换至“ON”位

置。

5. 按压警告再次显示在点阵式液晶显示屏

上。

6. 按下点火开关。点火开关切换至“OFF”位

置。

7. 打开车门。点火开关切换到“LOCK”位

置。

有关点阵式液晶显示屏的警告和指示灯，请参

见“点阵式液晶显示屏” (2-14 页)。

如果点火开关切换至“LOCK”位置，则换档杆

无法从“P”(驻车档) 位置移开。如果点火开

关处于“ON”位置，且踩下脚制动踏板时，则

可以移动换档杆。

转向锁

为锁止方向盘，必须将方向盘从正前方位置朝

左或右转动 1/8 圈。

为锁止方向盘，将点火开关按至 OFF 位置。为

解锁方向盘，按下点火开关。如果点阵式液晶

显示屏上出现方向盘锁释放故障指示灯，请再

次按下按钮式点火开关，同时略微向左或右转

动方向盘。(请参见“点阵式液晶显示屏” (2-
14 页)。)

点火开关位置

SSD1021

如果不踩下制动踏板而按下点火开关，则点火

开关位置如下变化:

. 按下一次切换至“ACC”。

. 按下两次切换至“ON”。

. 按下三次切换至“OFF”。(全部指示灯都

不点亮。)

. 按下四次返回“ACC”。

. 打开或关闭车门，从“ O F F”位置返

回“LOCK”位置。

LOCK 位置

点火开关和转向锁只能在该位置锁止。

随身携带智能钥匙，或者将智能钥匙插入孔中

时，如果将点火开关按到“ACC”位置，则点

火开关将解锁。

ACC 位置

发动机未运转时，在此位置可打开电气附件电

源。

ON 位置

发动机未运转时，在此位置可打开点火系统和

电气附件电源。

OFF 位置

可在此位置关闭发动机。

警告:

行驶过程中，切勿将点火开关按到“OFF”位

置。方向盘可能锁定，导致驾驶员失去对车辆

的控制，严重损坏车辆或人身伤害。

注意:

发动机停止时，请勿长时间让点火开关处

于“ACC” 或 “ON”位置。这会耗尽蓄电池电

量。

Condition: China/

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



Black plate (189,1)

[ Edit: 2013/ 11/ 7 Model: S51-A ]

智能钥匙电池电量耗尽

SSD0731

如果智能钥匙电池电量几乎耗尽，智能钥匙孔

的引导灯 Ⓐ 会闪烁，而且点阵式液晶显示屏

上出现指示灯。(请参见“点阵式液晶显示

屏” (2-14 页)。)

在这种情况下，将智能钥匙插入钥匙孔 ① 可

以起动发动机。确认钥匙环侧面朝后，如图所

示。在钥匙孔中插入智能钥匙，直至其锁定。

要从孔中拔出智能钥匙，将点火开关按

到“OFF”位置，并从孔中拔出智能钥匙。

注意:

. 智能钥匙孔并不会给智能钥匙电池充电。

如果您发现点阵式液晶显示屏上出现智能

钥匙电池电量耗尽指示灯，请尽快更换电

池。(请参见“智能钥匙电池” (8-18
页)。)

. 智能钥匙孔中只能插入智能钥匙，切勿插

入任何其他物品。否则可能会损坏设备。

. 将智能钥匙插入智能钥匙孔时，确保智能

钥匙的方向正确。如果方向不正确，发动

机可能不起动。

. 在点火开关按到“OFF”位置后，请将智能

钥匙从智能钥匙孔中拔出。

1. 施加驻车制动。

2. 将换档杆移到“P”(驻车档) 或“N”(空
档) 位置。

此起动机设计为只有换档杆在正确的档位

时才能起动。

操作点火开关时必须携带智能钥匙。

3. 将点火开关按到“ON”位置。踩下制动踏

板，并按下点火开关起动发动机。

如要立即起动发动机，请在点火开关处于

任一位置时，踩下制动踏板的同时按下并

松开点火开关。

4. 发动机起动后，立即松开点火开关。如果

发动机起动，但无法持续运转，请重复上

述步骤。

如果在严寒或酷热的天气下难以起动发动

机，请踩住油门踏板。踩住踏板，并按下

点火开关 15 秒钟。发动机起动时，松开油

门踏板。

注意:

. 发动机一起动就要立即松开点火开关。

. 起动机每次操作不可超过 15 秒。如果发动

机不起动，将点火开关按到“OFF”位置并

等待 10 秒钟，然后再次起动。否则，可能

损坏起动机。

. 如果需要使用辅助蓄电池和跨接电缆来起

动发动机，应小心遵守“6.紧急情况”章

节中的说明和注意事项。

5. 起动发动机后，让发动机怠速工作至少 30
秒，以预热发动机。驾驶时先以中速驾驶

较短距离，特别是在寒冷天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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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发动机预热时也要注意看管车辆。

6. 要停止发动机，将换档杆移到“P”(驻车

档) 位置，施加驻车制动并将点火开关按

到“OFF”位置。

使用自动变速箱 (AT) 驾驶

车内的自动变速箱 (AT) 是电子控制的，以产

生最大的动力并实现顺畅的操作。

该变速箱的建议操作步骤如下页所示。按照这

些步骤，可以得到最佳车辆性能和驾驶乐趣。

注意:

. 冷态发动机空转速度很高，所以在发动机

预热前，在换到前进档或倒档时请注意。

. 停车时，避免发动机高速空转。这可能导

致车辆意外移动。

. 请勿在光滑路面上突然降档。这可能导致

车辆失控。

. 车辆向前行驶过程中，切勿换到“P”(驻
车档) 或“R”(倒档) 位置，倒车时，切勿

换到“ P” (驻车档 )、“ D” (驾驶档 )
或“DS”(运动驾驶档) 位置。否则会严重

损坏变速箱。

. 除紧急情况外，车辆行驶时请不要换档至 N
(空档) 位置。在变速箱为 N (空档) 位置时

巡航可能会导致变速箱严重受损。

. 请在选档杆换到“P”(驻车档)或“N”(空
档)位置时起动发动机。在其他任何档位发

动机都不起动。如果起动，请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您的车辆。

. 如果停车时间较长，换到“P”(驻车档)位
置，并施加驻车制动。

. 从“N”(空档)换至任何驾驶档位时，让发

动机怠速运转。

. 在山坡上停车时，请勿用踩油门踏板的方

式保持车辆静止。这时应该踩下脚制动踏

板。

起动车辆

1. 起动发动机后，在将换档杆移出“P”(驻
车档) 位置之前，请完全踩下脚制动踏

板。

2. 踩住脚制动踏板，将换档杆移到驾驶档

位。

3. 松开驻车制动器和脚制动踏板，然后慢慢

起动车辆。

此 AT 设计为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要将

选档杆从“P”(驻车档) 换到任一驾驶档位，
必须踩下脚制动踏板。

如果点火开关按到“LOCK”、“OFF” 或

“ACC”位置，则换档秆不能移出“P”(驻车

档) 位置并且也不能移到任何其他档位。

注意:

. 踩下脚制动踏板 - 发动机运转过程中，如

果没有踩下脚制动踏板，而将换档杆换

到“D”、“DS”、“R”或手动换档模

式，则会导致车辆慢慢移动。在换档杆换

档前，确认完全踩下脚制动踏板且车辆停

止。

. 确认换档杆位置 - 确认换档杆处于所需位

置。“D”、“DS”和手动换档模式用于前

进，而“R”用于倒车。

. 发动机暖机 - 由于发动机冷态时怠速较

高，如果在起动发动机后立即将换档杆换

驾驶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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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驾驶档位，要非常小心。

换档

SSD0774

: 在踩下制动踏板时，按下按钮，

: 按下按钮，

: 仅移动换档杆。

警告:

. 发动机未运转时，无论换档杆处于哪个位

置，都应施加驻车制动。否则车辆可能意

外移动或翻滚，从而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

或财产损失。

. 在发动机运转且踩下脚制动踏板时，如果

换档杆无法从“P”(驻车档)位置移开，则

制动灯可能不工作。制动灯故障可能对您

或他人造成伤害。

起动发动机后，完全踩下脚制动踏板，并将换

档杆移出“P”(驻车档) 位置。

当换档杆在“P”(驻车档) 以外的位置时，如

果点火开关按到“ACC”位置，则点火开关将

无法按到“OFF”位置。

如果点火开关无法切换至“OFF”位置并且换

档“P”警告出现在点阵式液晶显示屏上时，
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换档杆移至“P” (驻车档) 位置 。

2. 按下点火开关。点火开关切换至“ON”位

置。

3. 将点火开关再次按到“OFF”位置。

P (驻车档):

驻车或起动发动机时请用此档位。务必完全停

下车辆并将换档杆移到“P”(驻车档) 位置。

施加驻车制动。当将车辆停在斜坡上时，请先

施加驻车制动，然后将换档杆移到“P”(驻车

档) 位置。

R (倒档):

请用此档位倒车。选择“R”(倒档) 位置之

前，务必完全停下车辆。

N (空档):

前进档和倒档齿轮都不啮合。可在此档位起动

发动机。车辆行驶时，您可以将选档杆换

到“N”(空档) 位置，并重新起动熄火的发动

机。

D (驾驶档):

一般向前行驶时均使用此档位。

DS (运动驾驶档)

当换档杆从“D”(驾驶档) 位置移到手动换档

槽位时，变速箱进入 DS (运动驾驶档) 模式。

将换档杆移到“DS”(运动驾驶档) 位置使您能

在蜿蜒的道路上享受高性能驾驶的乐趣以及在

山区道路上通过自动降档而感受平稳的加速或

减速过程。

取消 DS 模式时，将换档杆返回“D”(驾驶档)
位置。变速箱返回正常行驶模式。

手动换档模式

SSD0732

换档拨片

行驶过程中，当换档杆换至手动换档槽位而且

上下移动时，变速箱进入手动换档模式。可以

手动选择换档范围。

升档时，将换档杆移至 + (升) 侧或拉动右侧换

档拨片 (+) Ⓐ。变速箱换至较高档位。

降档时，将换档杆移至 − (降) 侧或拉动左侧换

档拨片 (−) Ⓑ。变速箱换到较低档位。

取消手动换档模式时，将换档杆返回“D”(驾
驶档) 位置。变速箱返回正常行驶模式。

在“D”(驾驶档) 位置时，如果拉动换档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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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变速箱将暂时升档或降档。在很短的时间

后，变速箱将自动返回“D”(驾驶档) 位置。

如果希望手动返回“D”(驾驶档) 位置，拉动

并拉住换档拨片约 1.5 秒。

在手动换档模式中，换档范围显示在车速表和

转速表之间的点阵式液晶显示屏上。

档位升降顺序依次如下:

M1
? M2

? M3
? M4

? M5
? M6

? M7
/ / / / / /

M7 (7 档):

一般在高速公路上向前行驶时均使用此档位。
M6 (6 档) 和 M5 (5 档):

沿长斜坡向上行驶时或在沿长斜坡向下行驶需

使用发动机制动时使用此档位。
M4 (4 档), M3 (3 档) 和 M2 (2 档):

在上坡或下坡使用发动机制动时使用此档位。
M1 (1 档):

在慢慢爬坡或慢慢通过厚积雪时，或要在下陡

坡最大限度使用发动机制动时使用此档位。

注意事项:

. 请勿在低于 7 档的情况下，长时间高速行

驶。否则会降低燃油经济性。

. 将换档杆移到相同侧两次会连续换档。但

是，如果快速完成此操作，可能无法正确

完成第 2 次换档。

. 手动换档模式下，依据当时的状况，变速

箱可能不会切换至所选档位或可能会自动

切换至其他档位。这将有助于维持行驶性

能并降低车辆损坏或失控的机会。

. 当变速箱没有切换至所选档位时，自动变

速箱 (AT) 档位指示灯 (在点阵式液晶显示

屏上) 将会闪烁且蜂鸣器将鸣响。

. 在手动换档模式中，变速箱会在车辆停止

前自动降至 1 档。再次加速时，需要升档

至所需的档位。

加速降档 - 在 D (驾驶档) 位置 -

要超车或上坡时，请将油门踏板踩到底。变速

箱会根据车速换至低档。

换档锁止解除

SSD0775

如果蓄电池电量耗尽，即使踩下脚制动踏板也

可能无法将换档杆从“P”(驻车档) 位置移

出。

要解除换档锁止，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施加驻车制动。

2. 用适当的工具取下换档锁止解除槽盖 Ⓐ。

3. 如图所示，按下换档锁止解除按钮 Ⓑ。

4. 按下换档锁止解除按钮的同时按住换档杆

按钮 Ⓒ，并将换档杆移到“N”(空档) 位

置 Ⓓ。

5. 将拆下的槽盖放回原来位置。

如果方向盘锁止，恢复蓄电池供电并将点火开

关按到“ON”位置。(请参见“跨接起动” (6-
5 页)。)然后，解除方向盘锁止。

可以将车推到所需位置。

如果无法从“P”(驻车档) 位置移出换档杆，
请尽快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 AT 系

统。

注意:

如果蓄电池电量耗尽，则在点火开关处

于“OFF”位置时无法解锁方向盘。方向盘锁

止时，请勿移动车辆。

失效-保护

当失效-保护启动时，自动变速箱将锁定在任

一前进档位，视情况而定。

当车辆行驶在车轮打滑或急刹车等极端条件下

时，失效-保护系统将启动。即使所有电路都

正常时失效-保护系统也会启动。在这种情况

下，将点火开关按到“OFF”位置并等待 3 秒

钟。然后将点火开关按到“ON”位置。车辆将

回到正常工作状态。如果车辆无法回到正常工

作状态，请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

变速箱并进行必要的维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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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换档控制系统 (ASC)

当变速箱处于“D”(驾驶档) 和“DS”(运动驾

驶档) 位置时，自适应换档控制系统会自动工

作并根据路面情况 (例如上坡、下坡或弯道)
选择适当档位。

上坡和弯道上的控制:

保持适合坡度或弯道的低档位，以便允许在较

少换档次数情况下平顺驾驶。

下坡道路上的控制:

自适应换档控制系统将档位切换至适合坡度的

低档，并利用发动机制动以减少必须使用制动

器的次数。

连续弯道上的控制:

在需要重复加速和减速的连续弯道上保持低档

位，以便在踩下油门踏板时立即能够进行平顺

加速。

注:
. 在刚开始驾驶变速箱油温还很低或变速箱

油温非常高的情况下，自适应换档控制系

统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 在某些行驶工况下，例如紧急制动，自适

应换档控制系统可能会自动工作。变速箱

可能会自动切换至较低档位，以便产生发

动机制动。这会使发动机转速提高，但车

速不会提高。当车辆处于自适应换档控制

模式下时，车速由油门踏板控制。

. 相较于自适应换档控制系统不工作情况，
变速箱在自适应换档控制系统工作时可能

会保持较低档位更长时间。相较于 ASC 不

工作情况，特定车速下的发动机转速在 ASC
工作时会更高。

警告:

. 即使使用 4WD，也不要超过轮胎性能进行驾

驶。急加速、急转向或紧急制动都可能失

去控制。

. 务必在四个车轮上使用相同类型、尺寸、

品牌、结构 (斜交、斜交带束或子午线轮

胎) 以及花纹的轮胎。在光滑路面上行驶

时，在后轮上安装防滑链并小心驾驶。

. 该车辆并非是为越野(起伏路面)行驶而设

计。请勿在可能会导致轮胎陷入的沙地或

泥泞路面上行驶。

. 对于配备 4WD 的车辆，在发动机运转的情

况下，请勿将两轮顶离地面并将变速箱挂

入任一驾驶档或倒档位置。否则可能损坏

传动系或使车辆意外移动，导致车辆损坏

或人身伤害。

. 即使将另外两轮顶离地面，也不要企图在 2
轮测功机或类似设备上测试 4WD 车辆。在

将车辆置于测功机上之前，务必告诉测试

人员，您的车辆配备有 4WD。使用错误的测

试设备可能损坏传动系或者车辆意外移

动，导致车辆损坏或人身伤害。

. 由于路面不平坦而导致一个车轮离开地面

时，请勿让车轮以过高速度旋转。

4WD 警告灯

SSD0142F

当点火开关处于“ON”位置时，位于仪表中的

4WD 警告灯点亮。在发动机起动后，该灯很快

熄灭。

如果在发动机运转时 4WD 系统出现故障，则警

告灯将会点亮。

尝试解救受困车辆时，由于动力传动系油温

高，警告灯可能会快速闪烁 (约 1 秒两次)。驾

驶模式可能会切换至两轮驱动 (2WD) 模式。如

果行驶过程中警告灯快速闪烁，立即在安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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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起动与驾驶

置停车并使发动机怠速运转。如果经过一段时

间后警告灯熄灭，则可以继续驾驶。

前后轮直径差别较大会使警告灯慢速闪烁 (大
约每 2 秒 1 次)。将车辆开到路旁安全区域，
然后怠速运转发动机。确认所有轮胎的尺寸都

相同、胎压正确且轮胎无异常磨损。

如果进行以上操作后警告灯仍闪烁，请尽快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您的车辆。

注意:

. 请勿在两轮位于自由辊上而另两轮抬起的

情况下运转发动机。

. 如果驾驶时 4WD 警告灯点亮，则 4WD 系统

可 能 有 故 障 。 降 低 车 速 ， 并 尽 快 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车辆。

. 如果在警告灯闪烁的情况下继续驾驶，则

可能会损坏动力传动系。

SIC3602

在雪地或光滑路面上驾驶或起动，打开 SNOW
(雪地)模式。

如需启用 SNOW (雪地) 模式，按下 SNOW (雪地)
模式开关的 ON 侧，开关上的 SNOW (雪地) 模式

指示灯 ① 将点亮。在 SNOW (雪地) 模式启动

时，控制发动机输出，以避免车轮打滑。

要关闭 SNOW (雪地) 模式，按下开关的 OFF
侧，指示灯将熄灭。使用 OFF 位置进行正常驾

驶并提高燃油经济性。

SIC3848

连续阻尼控制优化了阻尼力，并有助于使车身

的运动最小化。当车辆在大滚道上上下移动时

或当车辆在大离心力作用下转弯期间车身倾斜

时，该功能有助于实现稳定驾驶。

阻尼力会根据路面和驾驶工况进行自动调整。

可将减震器的阻尼力调整至您所需的等级。在

点火开关处于 ON 位置时将该开关设在您所需

的位置上。

自动模式

将连续阻尼控制模式选择开关按至 AUTO (自
动) 位置 Ⓐ 可实现平稳驾驶。

运动模式

如果需要总是能实现快速响应，将开关按至

SPORT (运动) 位置 Ⓑ。

SPORT (运动) 模式指示灯将点亮。

SNOW (雪地) 模式 连续阻尼控制 (如装备)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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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VDC系统可以帮助驾驶员保持车辆稳定性，
但是不能防止由于高速突然转向操作或因

粗心或危险驾驶技术而带来的事故。在易

打滑路面上驾驶和转弯时降低车速并非常

小心，而且总是谨慎驾驶。

. 请勿改装车辆悬架。如果减震器、支柱、

弹簧、稳定杆、衬套和车轮等悬架零件不

是 INFINITI 英菲尼迪推荐，或已严重损

坏，则 VDC 系统可能无法正常工作。这会

对车辆操纵性能产生不利影响且 VDC 警告

灯 可能点亮。

. 如果制动摩擦块、制动盘和制动钳等与制

动相关的部件不是 INFINITI 英菲尼迪推荐

或已严重损坏，则 VDC 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且 VDC 警告灯 可能点亮。

. 如果发动机控制相关部件非 INFINITI 英菲

尼迪推荐或已严重损坏，VDC 警告灯 可

能点亮。

. 当在非常倾斜的表面上 (例如较高的堤岸拐

弯处) 行驶时，VDC 系统可能无法正常工

作，VDC 警告灯 可能点亮。请勿在这样

的路面上驾驶。

. 在不稳定路面上 (例如转盘、渡船、升降机

或滑行台) 驾驶时，VDC 警告灯 可能点

亮。这并非故障。待驾驶到稳定路面上

后，重新起动发动机。

. 如果使用非 INFINITI 英菲尼迪所推荐的车

轮或轮胎，VDC系统可能会无法正常工作，
VDC 警告灯 可能点亮。

. VDC系统并不能取代在积雪路面上使用冬季

轮胎或轮胎防滑链的作用。

车辆动态控制系统 (VDC) 用多种传感器监控驾

驶员输入和车辆运动。在某些驾驶条件下，
VDC 系统帮助执行以下功能。

. 控制制动压力减少滑动驱动轮打滑以将动

力传送到同一车轴的非滑动驱动轮。

. 根据车辆速度 (牵引力控制功能) 控制制动

压力和发动机输出以减少驱动轮打滑。

. 控制各车轮驱动压力和发动机输出以帮助

驾驶员在以下情况下对车辆保持控制:

— 转向不足 (尽管转向输入增加，车辆仍

倾于偏离转向路径)

— 转向过度 (由于某些路况或驾驶情况，
车辆倾向旋转)。

VDC 系统可以帮助驾驶员保持对车辆的控制，
但它无法在所有驾驶情况下防止车辆失控。

当 VDC 系统工作时，仪表板的 VDC 警告灯

闪烁，所以请注意下列情况:

. 路面可能打滑或系统可能判断到一些在转

向路径上需要帮助车辆的动作。

. 您可能感觉到制动踏板有脉动并听到来自

发动机罩下的噪音或振动。这是正常现

象，表示 VDC 系统在正常工作。

. 根据道路状况调整您的车速和驾驶。

如果系统出现故障，仪表板上的 VDC 警告

灯 将点亮。VDC 系统自动关闭。

VDC OFF 开关用于关闭 VDC 系统。VDC OFF 指示

灯 点亮以指示 VDC 系统关闭。当使用 VDC
OFF 开关关闭系统时，VDC 系统仍然工作以防

止驱动轮在向非滑动驱动轮传递动力时打滑。

将 VDC 开关置于“OFF”位置，然后返回

至“ON”位置。

请参见“车辆动态控制 (VDC) 警告灯” (2-12
页)和“车辆动态控制 (VDC) OFF指示灯” (2-
13 页)。

计算机有内置的诊断功能，每次在您起动发动

机和低速向前或向后移动车辆时都会进行系统

测试。自检时，您可能听见“沉闷的金属

声”和/或感觉制动踏板有颤动。这是正常现

象，并非故障。

车辆动态控制 (VDC) OFF 开关

JVS0033X

对于大多数情况，车辆应在打开车辆动态控制

系统 (VDC) 的情况下行驶。

当车辆陷在泥地或雪地中时，VDC 系统减少发

动机输出以减少车轮空转。即使将油门踏板踩

到底，发动机转速也会降低。如果需要最大发

动机功率来解救受困车辆，关闭 VDC 系统。

要关闭车辆动态控制系统 (VDC)，请按 VDC OFF
开关。VDC OFF 指示灯 将点亮。

要打开此系统，请再次按下 VDC OFF 开关或重

新起动发动机。

起动与驾驶 5-15

车辆动态控制 (VDC) 系统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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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起动与驾驶

SSD0788

1. RESUME/ACCELERATE (恢复/加速) 开关

2. SET/COAST (设定/匀速) 开关

3. CANCEL (取消) 开关

4. 巡航控制主开关

警告:

. 务必遵守公布的速度限制，请勿设定超限

速度。

. 当在下列情况下驾驶时，请勿使用巡航控

制。否则会导致车辆失控和事故。

— 无法保持车辆恒速行驶时

— 交通拥挤时

— 车速不断变化时

— 在大风地区行驶时

— 在弯曲或山区道路上行驶时

— 在较滑 (雨、雪、冰等) 的路面上行驶

时

巡航控制的注意事项

. 如果巡航控制系统有故障，它将自动取

消。点阵式液晶显示屏上的 SET 指示灯开

始闪烁，以警告驾驶员。

. 当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过高时，巡航控制系

统将自动取消。

. 如果 SET 指示灯闪烁，请关闭巡航控制主

开关 ④，并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

检查该系统。

. 在按下 RESUME/ACCELERATE ①、SET/COAST
② 或 CANCEL ③ 开关时，如果打开巡航控

制主开关 ④，则 SET 指示灯可能闪烁。要

正确设定巡航控制系统，使用下列步骤。

巡航控制操作

使用巡航控制允许不踩油门踏板以超过 40
km/h (25 MPH) 的速度行驶。

如果车速降低低于设定车速约 13 km/h (8
MPH)，巡航控制将自动取消。

将换档杆移动到“N”(空档) 位置将会取消巡

航控制，SET 指示灯将熄灭。

打开巡航控制

按下巡航控制主开关 ④。点阵式液晶显示屏上

的 CRUISE 指示灯点亮。

设定巡航速度 (中国)

1. 请将车辆加速至所需速度。

2. 按下 SET/COAST 开关 ②，然后松开。

3. 点阵式液晶显示屏上的 SET 指示灯点亮。

4. 将脚从油门踏板上移开。

车辆将保持所设车速。

超车:

踩下油门踏板加速。在松开油门踏板后，车辆

将恢复以前设定的速度。

当上下陡坡时，车辆不会保持设定速度。在这

种情况下，驾驶时不使用巡航控制。

重设为较低的车速:

请用以下任一方法重设为较低的车速。

. 轻轻踩下脚制动踏板。当车辆达到所需速

度时，按下 SET/COAST 开关 ②，然后松

开。

. 按住 SET/COAST 开关 ②。当车辆达到所需

速度时，松开 SET/COAST 开关 ②。

. 迅速按下 SET/COAST 开关 ②，然后松开。

这会使车速降低大约 1.6 km/h (1 MPH)。

重设为较高的车速:

请用以下任一方法重设为较高的车速。

. 踩下油门踏板。当车辆达到所需速度时，
按下 SET/COAST 开关 ②，然后松开。

. 按住 RESUME/ACCELERATE 开关 ①。当车辆

达 到 所 需 速 度 时 ， 松 开 R E S U M E /
ACCELERATE 开关 ①。

. 迅速按下 RESUME/ACCELERATE 开关 ①，然

后松开。这会使车速增加大约 1.6 km/h (1
MPH)。

恢复预设车速:

按下 RESUME/ACCELERATE 开关 ①，然后松开。

当车速超过 40 km/h (25 MPH) 时，车辆会恢复

最后设定的巡航速度。

巡航控制 (如装备)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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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巡航速度

请用以下任一方法取消所设车速。

. 按下 CANCEL 开关 ③。SET 指示灯将熄灭。

. 轻踩脚制动踏板。SET 指示灯将熄灭。

. 按下巡航控制主开关 ④。SET 和 CRUISE 指

示灯都熄灭。

根据车辆行驶的速度 (取决于设定速度) 或道

路畅通时的设定速度，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

统会自动与前方行驶的车辆保持所选择的距

离。

ICC 功能可以设定为两种巡航控制模式之一:

. 车距控制模式:

与前方行驶的车辆之间保持所选择的距

离，取决于设定速度。

. 常规 (定速) 巡航控制模式:

用于在设定速度上匀速行驶。

警告:

. 使用任何一种巡航控制模式时，务必小心

谨慎驾驶。使用 ICC 系统前，完整阅读并

完全理解车主手册。为避免重伤或死亡，
请勿依赖该系统在紧急情况下避免事故或

控制车速。除非在适当的道路和交通情况

下，否则不要使用 ICC 系统。

. 在常规 (定速) 巡航控制模式下，如果与前

车过于接近，无警告蜂鸣声提醒。请格外

注意您的车辆与前车之间的距离，否则可

能会发生碰撞。

起动与驾驶 5-17

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 (如装备)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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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起动与驾驶

SSD0808

1. 车距控制模式

2. 常规 (定速) 巡航控制模式

按下主开关 Ⓐ 以选择车距控制模式 ① 或常规

(定速) 巡航控制模式 ②。

要选择车距控制模式 ①，请迅速按下主开关

Ⓐ，然后放开。要打开操作常规 (定速) 巡航

控制模式 ②，请按住主开关 Ⓐ 1.5 秒钟以

上。

一旦启动控制模式，则不能更改为其他巡航控

制模式。要更改模式，按下主开关一次以关闭

系统。然后再次按下主开关打开系统并选择所

需巡航控制模式。

请务必确认 ICC 系统显示屏上的设定。

有关车距控制模式，请参见以下说明。有关常

规 (定速) 巡航控制模式，请参见 “常规 (定
速) 巡航控制模式” (5-27 页)。

选择车距控制模式

要选择车距控制模式 ①，请迅速按下主开关

Ⓐ，然后放开。

车距控制模式

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会根据车辆行驶的速

度 (取决于设定速度) 或道路畅通时的设定速

度，自动与前方行驶的车辆保持所选择的距

离。

使用 ICC 时，驾驶员能够维持与其他车辆相同

的速度，而不必像使用普通巡航控制系统时那

样连续调整设定速度。

车距控制模式的注意事项

JVS0124X

该系统用来增强车辆尾随同车道和同方向的车

辆时的操作。

如果距离传感器 Ⓐ 检测到前车减速，该系统

会降低车辆行驶速度从而使您的车辆以选定的

距离尾随前车。

必要时，该系统会自动控制油门并施加驻车制

动 (最高达车辆制动力的 25%)。

传感器的检测范围大约是前方 120 m (390
ft)。

警告:

. 该系统只能辅助驾驶员，不是碰撞警告或

预防装置。在任何时候，驾驶员应保持警

惕、安全驾驶和控制车辆。

. 该系统主要在直线、干燥，而且车流较小

的道路上使用。不建议在市内道路或者拥

堵地区使用该系统。

. 该系统不能自动适应道路状况。该系统应

在车流均匀的情况下使用。在有急转弯的

道路上，或者在冰面上，在大雨中或在雾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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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请勿使用该系统。

距离传感器将无法检测下列物体:

. 静止的和缓慢行驶的车辆

. 道路上的行人或物体

. 同一车道上接近的车辆

. 在车道上偏移行驶的摩托车

该系统不会自动制动车辆至停止。

警告:

. 因为距离控制功能的性能所限，切勿完全

依赖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该系统不

能避免粗心、疏忽或疯狂驾驶带来的危

险，也不能克服雨天、雾天，或其他恶劣

天气下的较差能见度。根据与前车的距离

和周围环境，踩下制动踏板来降低车速，
从而保持车之间的安全距离。

. 虽然制动操作由系统控制，但系统不会自

动制动车辆。如果车速降低到约 32 km/h
(20 MPH) 之下，则会自动取消 ICC 系统，
同时警告蜂鸣器鸣响。(同时取消制动控

制。)

. 在某些道路或者天气条件下，该系统可能

无法检测前车。为避免事故，切勿在下列

情况下使用 ICC 系统:

— 在交通拥挤或急拐弯的道路上

— 在较滑的路面上，如冰上、雪上等

— 在恶劣的天气 (雨、雾、雪等)

— 挡风玻璃雨刮器低速或高速工作时。

如果车辆装备有雨量感知自动雨刮

器，当雨刮器设定为 AUTO (自动) 或间

歇 (INT) 位置时，此系统可能会取

消。

— 当强光 (例如日出或日落) 直接照射在

车辆的正前方时

— 当雨水、雪或脏物附着在系统的传感

器上时

— 在下陡坡时 (车辆的速度可能超过设定

的车辆速度以及频繁的制动可能会导

致制动器过热)

— 在反复上坡或下坡的路上时

— 由于频繁加速或减速的交通状况，很

难在车与车之间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

时

. 在某些道路或交通情况下，车辆或物体可

能意外进入传感器检测区，而引起自动制

动。您可能需要用油门踏板控制与其他车

辆的距离。在本节未推荐的情况下时，务

必保持警惕并避免使用 ICC 系统。

车距控制模式操作

JVS0124X

务必小心驾驶车辆，并准备手动控制以保持适

当的跟车距离。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的车

距控制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无法保持选定的

车间 (跟车) 距离或者选定的车速。

车距控制模式使用车辆前部的传感器 Ⓐ 来检

测前方行驶的车辆。传感器一般检测前车反射

器返回的信号。因此，如果传感器无法检测前

车反射器，则 ICC 系统可能无法保持选定的距

离。

在下列情况下，传感器不能够检测到信号:

. 当前车反射器高于本车时 (拖车等)

. 当前车反射器丢失、毁坏或被覆盖时

. 当前车反射器被脏物、积雪和路面泥泞覆

盖时

. 当积雪或车辆行驶的路面泥泞降低了传感

器的能见度时

. 当来自车辆排放的浓的尾气或其他烟雾 (黑
烟) 降低了传感器的能见度时

. 当您车辆的后排座椅或行李箱中装载了过

重的行李时

ICC 系统会在系统限制范围内自动检查传感器

的操作。当传感器被污垢或障碍物覆盖时，系

统将自动取消。如果传感器被冰、透明或半透

明塑料袋等覆盖时，ICC 系统可能无法检测到

它们。在这些情况下，车距控制模式可能没有

取消，可能无法与前车保持选定的跟车距离。

务必定期检查和清洁传感器。

车距控制模式设计用于保持选定的距离并降低

车速以便与前方行驶较慢的车辆保持一定距

离；系统在必要时会使车辆减速。然而，ICC
系统最多只能使用车辆总制动能力的 25％。只

能在交通情况允许车速保持相当稳定或者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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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逐渐变化时，才能使用该系统。如果车辆驶

入前方车道，或者前方行驶的车辆迅速减速，
由于 ICC 系统无法让车辆足够迅速减速，导致

车距缩短。如果出现这种情况，ICC 系统将发

出警告蜂鸣声，并闪烁系统显示，通知驾驶员

采取必需的操作。

如果车速低于约 32 km/h (20 MPH)，系统将取

消并发出警告蜂鸣声。当低于 32 km/h (20
MPH) 截止车速或超过最大设定车速时，系统还

将会关闭。

请参见 “靠近警告” (5-25 页)。

下列条件由车距控制模式控制:

. 当前方没有车辆时，车距控制模式保持驾

驶员设定的速度。设定速度范围在大约 40
和 144 km/h (25 和 90 MPH) 之间。

. 当前方有车辆时，车距控制模式调节车速

以与前车保持驾驶员选定的距离。调整的

车速范围在 32 km/h (20 MPH) 左右至设定

车速之间。

. 当前方行驶的车辆驶出本车道后，车距控

制模式会加速，使车辆速度达到设定速

度。

当接近静止或缓慢移动的车辆时，ICC 系统不

会控制车速或发出警告。当通过收费站或交通

拥堵区域时，您必须小心驾驶车辆以与前车保

持适当距离。

SSD0252

ICC 传感器的检测区域有限。前车必须处于车

距检测模式的检测区内，从而与前车保持选定

的距离。

前车在相同车道内可能由于其位置变化而离开

检测区。如果相同车道内的摩托车偏离车道中

心线行驶，则可能无法检测。可能无法检测到

正驶入前方车道的车辆，直至其完全进入车道

内。如果出现这种情况，ICC 系统可能闪烁系

统指示灯和发出蜂鸣声来警告。驾驶员可能需

要手动控制从而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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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D0253

当行驶在一些如蜿蜒的、多陡坡的、弯曲的、

狭窄的道路上或处于建设中的道路上时，ICC
传感器可能检测到位于不同车道的车辆或可能

暂时检测不到在前方行驶的车辆。这种情况可

能会造成 ICC 系统使车辆减速或加速。

车辆的检测也可能受到车辆操作 (转向操作或

在车道中的行驶位置等) 或车辆状况的影响。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ICC 系统可能意外闪烁系

统指示灯和发出蜂鸣声来警告。您可能需要手

动控制从而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

SSD0254

当以设定速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并接近低速行

驶的前车时，ICC 系统将调节车速以保持与前

车之间驾驶员选定的距离。如果前车变换车道

或者离开高速公路，ICC 系统将加速并保持车

速加速至设定速度。当该系统加速至设定速度

时，注意驾驶操作以保持对车辆的控制。

车辆在蜿蜒道路或山区道路上可能无法保持设

定速度。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您需要手动控制

车速。

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开关

SSD0809

该系统由安装在方向盘上的一个主开关和四个

控制开关操作。

1. RESUME/ACCELERATE 开关:

恢复设定速度或逐渐提高速度。

2. SET/COAST 开关:

设定所需的巡航速度，逐渐降低车速。

3. CANCEL 开关:

在不消除设定速度的情况下停止系统工

作。

4. DISTANCE 开关:

改变车辆的下列距离:
. 长
. 中
. 短

5. 主开关:

启动系统的主开关。

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显示屏和指示灯

SSD0752

显示屏位于车速表和转速表之间。

1. 主开关指示灯:

表示主开关打开。

2. 前车检测指示灯:

指示它检测到您前面是否有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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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定距离指示灯:

显示用 DISTANCE 开关设定的车与车之间的

选定距离。

4. 指示您的车辆

5. 设定车速指示灯:

指示设定的车辆速度。

6. 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警告灯 (橙色):

如果 ICC 系统存在故障该灯会点亮。

SSD0607

当点火开关被按至“ON”位置时，指示灯会如

图所示点亮以检查灯泡是否烧坏，在发动机起

动后该指示灯熄灭。

操作车距控制模式

SSD0803

要打开巡航控制，迅速按下主开关 Ⓐ 然后松

开。巡航指示灯、设定距离指示灯和设定车速

指示灯点亮并准备设定。

SSD0932

要设定巡航车速，加速车辆至所需车速，按下

SET/COAST 开关然后松开。(前车检测指示灯、

设定距离指示灯和设定车速指示灯点亮。)将
脚从油门踏板上移开。车辆将保持设定车速。

SSD0810

在下列情况下按下 SET/COAST 开关时，将无法

设置系统，且 ICC 指示灯将闪烁约 2 秒钟:

. 以低于 40 km/h (25 MPH) 的速度行驶时

. 当换档杆不在 D、DS 或手动模式时

. 挡风玻璃雨刮器低速或高速工作时。如果

车辆装备有雨量感知自动雨刮器，当雨刮

器设定为 AUTO (自动) 或间歇 (INT) 速度

时，此系统可能会取消。

. 驾驶员使用制动器时。

SSD0759

在下列情况下按下 SET/COAST 开关将无法设定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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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蜂鸣声将响起，且 ICC 指示灯将闪烁。

. 当 SNOW模式开关处于 ON位置时 (如需使用

ICC 系统，关闭 SNOW 模式开关，按下主开

关以关闭 ICC 并再次按下主开关以重置

ICC 开关。)

有关 SNOW 模式开关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SNOW (雪地) 模式” (5-14 页)。

. 当 VDC系统关闭时 (如要使用 ICC系统，打

开 VDC 系统。按下主开关以关闭 ICC 系

统，再次按下主开关以重置 ICC 开关。

有关 VDC 系统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车辆

动态控制 (VDC) 系统” (5-15 页)。

. 当 ABS 或 VDC (包括牵引力控制系统) 工作

时

. 当驶入强光 (例如阳光) 照射的区域时

. 当一个车轮打滑 (如要使用 ICC系统，确保

车轮不再打滑。按下主开关以关闭 ICC，
再次按下主开关以重置 ICC 系统。

系统操作

SSD0755

1. 有前车的系统设定显示

2. 无前车的系统设定显示

警告:

一般情况下控制与前车的距离时，该系统根据

前车速度自动使车辆加速或减速。当变换车道

需要加速时，踩下油门踏板适当加速。当前方

车辆突然制动或有车辆驶入时，请踩下制动踏

板使车辆减速，以便与前方车辆保持一定的安

全距离。使用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时，务

必保持警惕。

驾驶员根据道路情况设定所需车速。只要前方

车道内没有检测到车辆，则 ICC 系统像标准巡

航控制那样保持设定车速。

ICC 系统显示设定速度。

前方检测到车辆:

当前方车道内检测到车辆时，ICC 系统通过控

制油门和施加制动来降低车速，从而与较低的

前车速度匹配。然后系统根据前车速度控制车

速，从而保持驾驶员选定的距离。

当通过 ICC 系统进行制动时，车辆的制动灯会

点亮。

进行制动时，可能听见噪音。这并非故障。

检测到前车时，前车检测指示灯点亮。ICC 系

统将显示设定速度和选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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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未检测到车辆:

当前方不再检测到车辆时，ICC 系统逐渐加速

车辆，以恢复先前设定的车速。ICC 系统然后

保持设定速度。

当前方不再检测到车辆时，检测指示灯会熄

灭。

如果在加速至设定车辆速度期间或 ICC 系统正

在操作期间，前方出现车辆，系统将控制与前

车之间的距离。

在约 32 km/h (20 MPH) 以下车速未检测到车辆

时，该系统将关闭。

SSD0756

超车时，当车速超过设定速度时，设定速度指

示灯将闪烁。当车辆前方区域没有车辆时，车

辆检测指示灯将熄灭。在松开踏板后，车辆将

恢复以前设定的速度。

即使您已经在 ICC 系统里设定了车速，但是当

您需要时依然可以踩油门踏板以迅速地使车辆

加速。

如何更改设定的车速

要取消预设的速度，请使用以下任一方法:

. 按下 CANCEL 开关。设定车速指示灯将熄

灭。

. 轻轻踩下制动踏板。设定车速指示灯将熄

灭。

. 关闭主开关。ON/OFF 开关指示灯和设定车

速指示灯将熄灭。

要重设更快的巡航速度，请使用以下任一方

法:

. 踩下油门踏板。当车辆达到所需速度时，
按下 SET/COAST 开关然后松开。

. 按住 RESUME/ACCELERATE 开关。设定车速

将增加约 5 km/h 或 5 MPH。

. 按下 RESUME/ACCELERATE 开关，然后迅速

松开。每次操作时，设定速度将增加约 1
km/h 或 1 MPH。

要重设较慢的巡航速度，请使用以下任一方

法:

. 轻轻踩下制动踏板。当车辆达到所需速度

时，按下 SET/COAST 开关然后松开。

. 按住 SET/COAST 开关。设定车速将降低 5
km/h 或 5 MPH。

. 按下 SET/COAST 开关，然后迅速松开。每

次操作时，设定速度将降低约 1 km/h 或 1
MPH。

要恢复预设速度，按下 RESUME/ACCELERATE 开

关，然后松开。当车速超过 40 km/h (25 MPH)
时，车辆会恢复最后设定的巡航速度。

如何更改与前车的设定距离

SSD0933

根据交通状况，可以随时选择与前车的距离。

每次按下 DISTANCE 开关 Ⓐ 后，设定的距离将

会按顺序被改变成长、中、短，然后再回到长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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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D0758B

. 与前车之间的距离将根据车速变化。车速

越高，则距离越长。

. 如果发动机关闭，则设定距离变“长”。

( 每 次 发 动 机 起 动 时 ， 初 始 设 置 变

为“长”。)

靠近警告

如果由于前车迅速减速或另一辆车辆驶入而导

致您的车辆与前车靠近，系统利用蜂鸣声和智

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显示屏来警告驾驶员。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踩下制动踏板减速，以保

持安全车距:

. 蜂鸣器鸣响。

. 前车检测和设定距离指示灯闪烁。

当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很短时，警告蜂鸣器在有

些情况下可能不会鸣响。这些情况包括:

. 当车辆行驶的速度相同而且车与车之间的

距离没有变化时

. 当前车行驶较快并且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在

增大时

. 当某辆车在您的车辆附近切入时

在下列情况下，警告蜂鸣器不会鸣响:

. 车辆接近停车或缓慢移动的车辆时

. 当油门踏板被踩下，取消控制系统作用时

SSD0284A

注:

当 ICC 传感器检测到安装在其他车道或路边车

辆上的某些反射器 Ⓐ 时，接近警告蜂鸣器可

能鸣响。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 ICC 系统使车辆

减速或加速。当车辆行驶在蜿蜒道路上，在山

区道路上，或者驶入或驶出弯道时，ICC 传感

器可能检测到这些反射器。在狭窄道路或在道

路修建区域内，ICC 传感器也可能检测到反射

器。在这些情况下，您需要手动控制与前车的

适当距离。

另外，车辆的操作 (转向操纵或车道上的驾驶

位置) 或交通状况或车辆状况 (例如，如果车

辆本身受损) 可能也会影响传感器的灵敏度。

起动与驾驶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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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取消

在下列情况下，蜂鸣器会鸣响且控制系统自动

取消。

. 当车辆速度降低到大约 32 km/h (20 MPH) 以

下时

. 将换档杆移到“N”(空档) 位置时

. 挡风玻璃雨刮器低速或高速工作时。如果

车辆装备有雨量感知自动雨刮器，当雨刮

器设定为 AUTO (自动) 或间歇 (INT) 位置

时，此系统可能会取消。

. 当 VDC 关闭时

. 当 VDC 操作时

. 当 SNOW (雪地) 模式开关打开时。

. 当驶入强光 (例如阳光) 照射的区域时

. 当由于传感器上附着污垢或障碍物，导致

无法测量距离时

. 当车轮打滑时

警告灯和显示屏

情况 A:

SSD0759

在下列情况下，蜂鸣器鸣响而且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自动取消。系统显示屏的一部分点

亮或闪烁，导致无法进行设置。

. 当 VDC 关闭时

. 当 VDC 操作时

. 当轮胎打滑时

. 当驶入强光 (例如阳光) 照射的区域时

. 当 SNOW (雪地)模式开关打开时

应采取的措施:

当上述情况不继续存在时，用 ICC 主开关关闭

系统。重新打开 ICC 系统，以使用该系统。

情况 B:

SSD0615

当传感器窗口很脏导致传感器无法检测到前车

时，ICC 系统会自动取消。

蜂鸣器发出鸣响，ICC 系统警告灯 (橙色) 点

亮，以及出现“CLEAN SENSOR (请清洁传感

器)”指示灯。

应采取的措施:

如果警告灯点亮，则将车辆停在安全的地方，
并关闭发动机。用软布清洁传感器窗口，然后

再次进行设定。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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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C:

SSD0616

当 ICC 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时，蜂鸣器发出鸣响

并且系统警告灯 (橙色) 会点亮。

应采取的措施:

如果警告灯点亮，则将车辆停在安全的地方。

关闭发动机，重新起动发动机，恢复驾驶并重

新设定 ICC 系统。

如果无法设定系统或指示灯持续点亮，则可能

说明 ICC 系统有故障。尽管在正常情况下仍然

可以驾驶车辆，请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

店检查车辆。

传感器保养

JVS0124X

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 Ⓐ 的传感器位于前

保险杠的下方。

为能正确操作 ICC 系统，请务必遵循以下几

点:

. 务必保持传感器清洁。用软布仔细擦拭，
以免损坏传感器。

. 请勿敲击或损坏传感器周围的区域。请勿

触摸或拆卸传感器上的螺丝。否则可能导

致失效或产生故障。如果传感器由于事故

而损坏，请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

店。

. 请勿在传感器附近粘贴标签 (包括透明材

料) 或安装附件。否则可能导致失效或产

生故障。

常规 (定速) 巡航控制模式

此模式可以在不踩油门踏板的情况下，将行驶

速度保持在约 40 至 144 km/h (25 至 90 MPH) 之

间。

警告:

. 在常规 (定速) 巡航控制模式中，如果您的

车辆距离前车非常近，警告蜂鸣器将不会

用鸣响警告您，因为检测不到前车的存在

以及车与车之间的距离。

. 请格外注意您的车辆与前车之间的距离，
否则可能会发生碰撞。

. 请务必确认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显示

屏上的设定。

. 当在下列情况下驾驶时，请勿使用常规 (定
速) 巡航控制模式。

— 不可能保持车辆设定速度时

— 交通拥挤时或车速不断变化的交通状

况下

— 在弯曲或山区道路上

— 在较滑道路上 (雨、雪、冰等)

— 在大风地区

否则会导致车辆失控和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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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 (定速) 巡航控制开关

SSD0736

1. RESUME/ACCELERATE 开关:

恢复设定速度或逐渐提高速度。

2. SET/COAST 开关:

设定所需的巡航速度，逐渐降低车速。

3. CANCEL 开关:

在不消除设定速度的情况下停止系统工

作。

4. 主开关:

启动系统的主开关。

常规 (定速) 巡航控制模式显示和指示灯

SSD0618

显示屏位于车速表和转速表之间。

1. 主开关指示灯:

表示主开关打开。

2. 巡航设定开关指示灯:

当车辆速度由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的

常规 (定速) 巡航控制模式控制时显示。

3. 巡航系统警告灯:

在巡航控制系统出现故障的情况下点亮。

操作常规 (定速) 巡航控制模式

SSD0812

要打开常规 (定速) 巡航控制模式，请按住主

开关 Ⓐ 1.5 秒钟以上。

当打开主开关时，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显

示和 CRUISE 指示灯显示在点阵式液晶显示屏

上。在按住主开关约 1.5 秒钟之后，ICC 系统

显示熄灭。CRUISE 指示灯保持点亮。现在可以

设定所需巡航速度。再次按下主开关，将完全

关闭系统。

当点火开关按至“OFF”位置时，系统也会自

动关闭。要再次使用 ICC 系统，迅速按下主开

关 (车距控制模式) 然后松开或按住 (常规巡航

控制模式)，再次打开系统。

注意:

为避免突然启动巡航控制，在没有使用 ICC 系

统时，务必关闭主开关。

SSD0935

要设定巡航车速，加速车辆至所需车速，按下

SET/COAST 开关然后松开。(SET 指示灯将在显

示屏上点亮。)将脚从油门踏板上移开。车辆

将保持设定车速。

. 要超车时，踩下油门踏板。在松开踏板

后，车辆将恢复先前的设定速度。

. 当上下陡坡时，车辆不会保持设定速度。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手动保持车速。

要取消预设速度，请使用以下其中一种方法:

. 按下 CANCEL 按钮。SET 指示灯将熄灭。

. 轻轻踩下制动踏板。SET 指示灯将熄灭。

. 关闭主开关。CRUISE 和 SET 指示灯都将熄

灭。

要重设更快的巡航速度，请使用以下三种方法

中的任一方法:

. 踩下油门踏板。当车辆达到所需速度时，
按下 SET/COAST 开关然后松开。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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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 RESUME/ACCELERATE 设定开关。当车

辆达到所需速度时，松开开关。

. 按下 RESUME/ACCELERATE 开关，然后迅速

松开。每次操作时，设定速度将增加约

1.6 km/h (1 MPH)。

要重设较慢的巡航速度，请使用以下三种方法

中的任一方法:

. 轻轻踩下制动踏板。当车辆达到所需速度

时，按下 SET/COAST 开关然后松开。

. 按住 SET/COAST 开关。当车速降低至所需

速度时，松开开关。

. 按下 SET/COAST 开关，然后迅速松开。每

次操作时，设定速度将降低约 1.6 km/h (1
MPH)。

要恢复预设速度，按下 RESUME/ACCELERATE 开

关，然后松开。当车速超过 40 km/h (25 MPH)
时，车辆会恢复最后设定的巡航速度。

自动取消

在下列情况下，蜂鸣器会鸣响且控制系统自动

取消。

. 当车辆速度比设定速度低 13 km/h (8 MPH)
以上时

. 当车辆速度降低到大约 32 km/h (20 MPH) 以

下时

. 将换档杆移到“N”(空档) 位置时

. 当 ABS 和 VDC (包括牵引力控制系统) 工作

时。

. 当车轮打滑时

警告灯

SSD0621

当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时，蜂鸣器会发出鸣响并

且系统警告灯 (橙色) 会点亮。

应采取的措施:

如果警告灯点亮，则将车辆停在安全的地方。

关闭发动机，重新起动发动机，继续驾驶，然

后再次进行设定。

如果无法设定系统或者指示灯持续点亮，则可

能说明系统有故障。尽管在正常情况下仍然可

以驾驶车辆，请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

检查车辆。

预检功能 [用于装备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的车型]

带预检功能的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通过

感应同一车道的前车和与前车的距离以及前车

的相对速度，来确定是否有使用紧急制动的需

要，它在驾驶员踩制动踏板前施加制动预压力

并通过减少踏板的自由行程来帮助提高制动踏

板的反应。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制动辅助” (5-
32 页)。

警告:

. 请勿在干草、废纸或碎布等易燃物上停车

或驻车。否则可能点燃并引发火灾。

. 安全驻车步骤既要求施加驻车制动，也要

求将换档杆置于“P”(驻车档)位置。否则

会导致车辆意外移动或翻滚，从而导致事

故。

. 驻车时，确保将换档杆移至“P”(驻车档)
位置。如果不踩下脚制动踏板，则无法将

换档杆从“P”(驻车档) 位置移出。

. 离开车辆时请务必关闭发动机。

. 切勿让儿童或需要他人看护的成人单独留

在车内。也不要将宠物单独留在车内。他

们/它们可能会无意地触动开关或控制键，
从而导致严重事故并伤及自身。在炎热晴

朗的天气里，密闭车辆内的温度会快速升

高，足以对人和动物造成严重甚至致命的

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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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D0488

1. 牢固施加驻车制动。

2. 将换档杆移到“P”(驻车档) 位置。

3. 在斜坡上驻车时，最好将车轮转向，如图

所示，以防车辆意外移动时驶入车流。

有路缘石车头朝下坡 ①

向路缘石方向转动方向盘，让车辆前进，
直至路缘石侧的车轮轻轻接触路缘石。然

后施加驻车制动。

有路缘石车头朝上坡 ②

向远离路缘石的方向转动方向盘，让车辆

向后移动直到靠路缘一侧的车轮轻轻碰到

路缘石。然后施加驻车制动。

无路缘石车头朝上坡或朝下坡 ③

把车轮转向路边，以防车辆意外移动时驶

入车流。然后施加驻车制动。

4. 将点火开关按到“OFF”位置。

您的车辆用于载客和装载行李。INFINITI 英菲

尼迪汽车公司不建议牵引拖车，因为这会对车

辆的发动机、传动系、转向、制动和其他系统

增加额外载荷。

注意:

由于牵引拖车而造成的车辆损坏不在 INFINITI
英菲尼迪保修范围之内。

牵引拖车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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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在行驶过程中如果发动机没有运转或关闭，则

转向的动力辅助将不起作用。这将使转向更难

以操作。

动力辅助转向使用发动机驱动的一个液压泵来

辅助转向。

如果发动机关闭或者驱动皮带破裂，您还可以

控制车辆。然而，需要较大的转向力，特别是

在急转弯和低速时。

后轮主动转向系统是一个电控四轮转向系统。

后轮的角度由后轮主动转向系统根据车速和转

向角进行调整。后轮设计成朝前轮相反方向瞬

间转动，然后再转到与前轮相同的方向。

低速时，后轮不转动，系统如同两轮转向系统

一样运转。

如果系统中有故障，后轮主动转向功能将会停

用，但常规的两轮转向系统将会正常工作。仪

表板中的“RAS”警告灯将会点亮。

行驶时，如果该灯点亮，请联系 INFINITI 经

销商进行维修。

警告:

后轮主动转向系统属于尖端技术产品，但它不

能防止因粗心或危险驾驶技术而带来的事故。

自身和他人安全的责任最终依赖于掌控方向盘

的驾驶员。因此，只有凭借专心谨慎的驾驶方

法才能完全体现后轮主动转向系统的价值，确

保安全驾驶。

制动系统有两个独立的液压油路。如果一个油

路发生故障，您仍可以对两个车轮进行制动。

制动注意事项

真空助力制动器

制动助力器使用发动机真空辅助制动。如果发

动机停止，可踩下脚制动踏板停车。但是要停

住车将需要对脚制动踏板施加更大的压力。制

动距离会变长。

如果驾驶时发动机没有运转或关闭，助力制动

器将不工作。需要更大的力踩下脚制动踏板。

警告:

请勿在发动机停止时惯性滑行。

当缓慢并牢固地踩下制动踏板时，您可能会听

到咯嚓声并感觉到轻微的震动。这是正常现

象，表示制动辅助系统正在工作 (如装备)。

使用制动器

驾驶时请勿将脚搁在脚制动踏板上。这会让制

动器过热，加快制动衬面/摩擦块的磨损，并

增加耗油量。

要减少制动器磨损和避免制动器过热，在下斜

坡或长坡时，减速并降档至较低档位。制动器

过热会降低制动性能并可能导致车辆失控。

在易滑路面上行驶时，制动、加速或降档时要

小心。突然制动或突然加速会导致车轮打滑并

导致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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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器弄湿

洗车或涉水行驶时，制动器可能变湿。因此，
制动距离将变长，而且制动时车辆可能跑偏。

要干燥制动器，以安全速度驾驶车辆，并轻轻

踩下脚制动踏板，以加热制动器。这样操作直

到制动器恢复正常为止。在制动器正常工作前

避免高速驾驶。

驻车制动磨合

当任何时候驻车制动器的制动效果减弱或当任

何时候更换驻车制动片及/或制动鼓/制动盘

时，请磨合驻车制动片以确保最佳的制动性

能。

此步骤在车辆维修手册中有所描述并可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执行。

制动辅助

当施加在制动踏板上的力量超过了一定程度

时，将启动制动助力器，此时即使轻轻地踩踏

板，也会产生比常规制动助力器更大的力量。

警告:

制动辅助仅作为辅助制动操作，不是碰撞警告

或预防装置。在任何时候，驾驶员应保持警

惕、安全驾驶和控制车辆。

预检功能 [用于装备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的车型]

当预检功能通过感应同一车道的前车和与前车

的距离以及前车的相对速度，确认需使用紧急

制动时，它在驾驶员踩制动踏板前施加制动预

压力及通过减少踏板的自由行程来帮助提高制

动踏板的反应。

. 当车辆的行驶速度大约为 32 km/h (20 MPH)
以下时，该系统不会工作。

. 当下列情况发生时，预压力功能停止:

— 当驾驶员踩下油门踏板或脚制动踏板

时。

— 如果驾驶员在 1 秒钟之内没有操作油门

踏板或脚制动踏板。

SSD0338

. 传感器将无法检测到:

— 道路上的行人或物体

— 同一车道上接近的车辆

— 在如图所示的行驶车道上偏移行驶的摩

托车

警告:

. 该系统只能辅助制动操作，不是碰撞警告

或预防装置。在任何时候，驾驶员应保持

警惕、安全驾驶和控制车辆。

. 由于预检功能的性能有限，切勿完全依赖

该系统。该系统不能避免粗心、疏忽或疯

狂驾驶带来的危险，也不能克服雨天、雾

天，或其他恶劣天气下的较差能见度。为

了保持安全的车距，踩下制动踏板降低车

速。

. 在某些道路或者天气条件下，该系统可能

无法检测前车。预检功能在下列条件下可

能无法正常工作。车辆还可以在正常条件

下行驶，而且制动辅助将工作。

— 当雨水、雪或脏物附着在系统的传感

器上时

— 当强光 (例如日出或日落) 直接照射在

车辆的正前方时

— 弯曲或山区道路可能会导致传感器暂

时检测不到同车道的车辆或者可能检

测到其他车道的物体或车辆。

— 车辆在车道上的位置可能会导致传感

器暂时检测不到同车道的车辆或者可

能检测到其他车道的物体或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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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灯和显示屏

SSD0471

当预检功能不能正常工作时，蜂鸣器会发出鸣

响并且系统警告灯 (橙色) 会点亮。

应采取的措施:

如果警告灯点亮，则将车辆停在安全的地方。

关闭发动机，重新起动发动机并继续驾驶。

如果指示灯持续点亮，则可能说明预检功能有

故障 (制动有效)。尽管在正常情况下仍然可以

驾驶车辆，请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

查车辆。

如何操作传感器

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常用带有预检功能的

传感器，它位于前保险杠的下方。

为了正确地操作预检功能，请务必遵循以下几

点:

. 务必保持传感器清洁。用软布仔细擦拭，
以免损坏传感器。

. 请勿敲击或损坏传感器周围的区域。请勿

触摸或拆卸传感器上的螺丝。否则可能导

致失效或产生故障。如果传感器由于事故

而损坏，请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

店。

. 请勿在传感器附近粘贴标签 (包括透明材

料) 或安装附件。否则可能导致失效或产

生故障。

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警告:

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属于尖端技术装置，但

是它并不能防止因粗心或危险驾驶而造成的事

故。它有助于在易滑的路面上制动时更好地控

制车辆。但是即便使用防抱死制动系统，在易

滑路面上的制动距离也比在普通路面上长得

多。在粗糙的沙石地或雪地上，即使使用轮胎

防滑链，制动距离也会更长。始终要与前车保

持安全距离。归根到底，驾驶员要保持高度的

安全意识。

轮胎类型和状态也会影响到制动效果。

. 更换轮胎时，给四个车轮同时安装规定尺

寸的轮胎。

. 安装备用轮胎时，请确认其大小和类型与

轮胎标牌上的一致。(请参见“轮胎标签”

(9-11 页)。)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轮胎和车轮” (8-
27 页)。

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控制制动器，以防止在

紧急制动或在易滑路面上制动时车轮抱死。该

系统通过检测各个车轮的转速来调节制动液压

力，以防止车轮抱死和侧滑。通过避免车轮抱

死，该系统有助于驾驶员更好地掌握方向盘，
并将车辆在易滑路面上刹车时侧滑的现象控制

到最小限度。

使用系统

踩下制动踏板并踩住。用稳定的压力踩下制动

踏板，但是不要反复踩下和松开制动踏板。

ABS 将工作以防车轮抱死。让车辆转向，以避

开障碍。

警告:

请勿反复踩下和松开制动踏板。这样会增加制

动距离。

自检测功能

ABS 系统由电子传感器、电动泵、液压电磁阀

和计算机组成。计算机有内置的诊断功能，每

次在您起动发动机和低速向前或向后移动车辆

时都会进行系统测试。自检时，您可能听

见“沉闷的金属声”和/或感觉制动踏板有颤

动。这是正常的，并不表示有故障。如果计算

机发现故障，它会关闭 ABS 并点亮仪表板上的

ABS 警告灯。然后，制动系统正常工作，但防

抱死制动辅助不起作用。在自检测或行驶时，
如果 ABS 警告灯点亮，请到 INFINITI 英菲尼

迪经销店进行检查。

正常工作

ABS 在 5 至 10 km/h (3 至 6 MPH) 以上车速工

作。该车速随路面状况而不同。

ABS 检测到一个或多个车轮接近抱死状态时，
执行器迅速施加和释放液压。该操作类似于快

速而反复踩下制动踏板。执行器工作时，您可

能会感到制动踏板的轻微震动，并听到由发动

机罩下的执行器发出的噪声或感到来自于发动

机罩下执行器的震动。这是正常现象，表示

ABS 系统在正常工作。但是，轻微震动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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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状态恶劣，应该谨慎驾驶。 离开车辆时:

. 务必随身携带钥匙 - 即使将车停在您自己

的车库里。

. 关好所有车窗，并锁好所有的车门。

. 将车停在您可以看见的地方。夜间，应停

在灯光充足的地方。

. 如果装有安全系统，即使停车时间短暂，
也要使用安全系统。

. 切勿把无人照料的儿童或宠物留在车内。

. 切勿将任何贵重物品留在车内。贵重物品

务必随身携带。

. 切勿把有关车辆的文件留在车内。

. 切勿将物品留在车顶行李架上。应将它们

从车顶行李架上拆下，并锁在车内。

. 切勿把备用钥匙留在车内。

警告:

.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谨慎驾驶。加速和减

速时要小心驾驶。如果急加速或急减速，
驱动轮会丧失更多牵引力。

. 在寒冷天气驾驶时，要保留更长的制动距

离。与干燥路面相比，应该更早开始制

动。

. 在打滑的道路上行驶时应与前车保持更远

的距离。

. 潮湿的冰面 (08C、328F和冻雨)、温度极低

的雪或冰面非常光滑，都会造成驾驶困

难。车辆在此情况下获得的地面附着力或

抓地能力大大降低。应避免在湿冰上驾

驶，除非路面撒了盐或沙土。

. 注意光滑的地方 (发光的冰面)。这会出现

在道路的背荫处。如发现前面有冰斑，请

提前制动。在冰面上行驶时，尽量不要制

动，并避免任何突然的转向操作。

. 在打滑的道路上不要使用巡航控制。

. 大雪可能将有害的尾气拦在车辆底部。清

除排气管中及车辆周围的积雪。

蓄电池

在特别寒冷的气候条件下，如果蓄电池充电不

足，蓄电池液会冻结并损坏蓄电池。为了保证

蓄电池的功效，应该定期检查。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见本手册的“蓄电池” (8-17 页)。

车辆安全 寒冷天气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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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冷却液

如果车辆停在室外而冷却液中无防冻剂，应排

空冷却系统 (包括发动机缸体) 中的冷却液。

开车前应再加足冷却液。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见本手册的“更换发动机冷却液” (8-8 页)。

轮胎装备

1. 如果在车辆的前/后车轮上安装了雪地轮

胎，则前/后轮胎的尺寸、载重范围、构造

和类型 (斜交、斜交带束或子午线) 应该一

致。

2. 如果要在恶劣的冬季条件下行驶，四个车

轮都应安装雪地轮胎。

3. 为了增大冰面上的牵引力，可使用带防滑

钉的轮胎。但是，有些国家、省和州禁止

使用带防滑钉的轮胎。因此，在安装带防

滑钉的轮胎前，应先了解地方、省份和州

的法律法规。

在潮湿或干燥路面上，带防滑钉的雪地轮

胎的防滑和牵引能力可能比未安装防滑钉

的雪地轮胎差。

4. 如果需要，可以使用雪地防滑链。确保防

滑链的尺寸适合您车辆轮胎的大小，并按

照防滑链制造商的说明安装。轮胎防滑链

制造商会建议使用防滑链张紧器以确保安

装牢固。轮胎防滑链的松动端链环必须加

以固定或拆掉，以防止行车时由于该部分

的抽打而引起的挡泥板或车身底部的损

坏。另外，应减速行驶，否则会损坏车辆

或对车辆控制和性能造成不良影响。

冬季专用装备

车辆在冬天行驶时，建议携带下列装备:

. 用于清除车窗上冰雪的刮刀和硬刷子。

. 能牢固支撑千斤顶的坚实平板。

. 用于把车辆从雪堆中挖出的铁锹。

发动机缸体加热器 (如装备)

警告:

请勿使用带未接地电气系统或两尖端 (加长管

钳把的管子) 适配器的加热器。如果您使用了

未接地的连接，则可能会因触电而导致受伤。

发动机缸体加热器用于在极端低温情况下帮助

发动机起动，如需购买该加热器，请联系

INFINITI 经销商。

驻车制动器

当在车外温度低于 08C (328F) 的地区驻车时，
请勿施加驻车制动，以防冻结。为了安全驻

车:

. 将换档杆置于“P”(驻车档) 位置。

. 牢固挡住车轮。

防腐蚀

用于路面除冰的化学制剂极具腐蚀性，会加速

车身底部零部件 (如排气系统、燃油和制动管

路、制动拉索、地板底盘和挡泥板等) 的腐蚀

和损坏。

在冬季，要对车身底部进行定期的清洁。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见本手册的“防腐蚀” (7-4
页)。

对于某些地区规定的附加防锈及防腐措施，请

咨询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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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紧急情况

SIC2574

除非蓄电池无电，否则无论点火开关在什么位

置，危险指示闪光灯开关都会工作。

当您必须紧急停车或驻车时，用此危险指示闪

光灯告之其他驾驶员。

按下危险指示闪光灯开关时，所有转向信号灯

都将闪烁。要关闭危险指示闪光灯，请再次按

下危险指示闪光灯开关。

如果轮胎漏气，请参照本章的说明进行处理。

胎压监测系统 (TPMS)

警告:

. 行驶过程中，如果轮胎压力低警告灯点亮

或监视器屏幕显示 LOW PRESSURE (压力低)
信息，避免突然转向或紧急制动，降低车

速，尽快驶离路面至安全位置并停车。在

轮胎压力低的情况下行驶会永久损坏轮胎

以及增加轮胎出现故障的可能性。可能会

导致车辆严重损坏和事故,并造成严重人身

伤害。检查四个轮胎的压力。调节轮胎压

力至轮胎标签上推荐的 COLD (冷态)轮胎压

力，从而熄灭轮胎压力低警告灯。如果轮

胎漏气，尽快更换备用轮胎。

. 当安装备用轮胎或更换车轮时，TPMS 不起

作用，而且轮胎压力低警告灯闪烁约 1 分

钟。警告灯将在 1 分钟后持续点亮。尽快

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更换轮胎

和/或重置系统。

. 如果更换了非 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

最初指定的轮胎，会影响 TPMS 的正常工

作。

. 请勿向轮胎内注入任何轮胎液体或轮胎气

溶密封剂，因为这样会引起轮胎压力传感

器的故障。

除了备用轮胎外，胎压监测系统 (TPMS) 监控

所有轮胎的压力。当轮胎压力低警告灯点亮

时，说明车辆的一个或多个轮胎明显充气不

足。如果车辆在低轮胎压力情况下行驶，则

TPMS 将启动并通过仪表板上的轮胎压力低警告

灯来警示驾驶员。只有当车辆行驶速度超过 25
km/h (16 MPH) 时，此系统才会被启动。

有关 TPMS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胎压监测系

统 (TPMS)” (5-5 页)。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轮胎压力低警告灯”

(2-11 页) 和 “轮胎气压信息” (4-6 页)。

停车

警告:

. 确保已牢固施加驻车制动。

. 确保将换档杆移到“P”(驻车档) 位置。

. 当车辆在斜坡上、冰上或光滑的路面上

时，切勿更换轮胎。这非常危险。

. 如果对面车辆距离您的车很近，切勿更换

轮胎。请呼叫专业道路救助人员。

1. 安全地将车辆驶离公路，远离车流。

2. 打开危险指示闪光灯。

3. 将车停在平地上。

4. 施加驻车制动。

5. 将换档杆移到“P”(驻车档) 位置。

6. 关闭发动机。

7. 打开发动机罩并放置三角警示牌 (如装

备):
. 警示其他车辆。
. 向专业道路救助人员发出求助信号。

8. 让所有乘客下车并站在安全处，远离车流

及车辆。

危险指示闪光灯开关 漏气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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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具

SCE0766

使用把手 Ⓐ 抬起行李箱地板盖，然后使用挂

钩 Ⓑ 将其吊在行李箱开口边缘。

. 请参见 “更换漏气轮胎” (6-3 页)。

更换漏气轮胎

SCE0767

取出图中所示位于行李箱下面的千斤顶工具和

备胎。

逆时针转动挡圈 Ⓐ，拆下低音炮 Ⓑ 并将其置

于行李箱侧边上 (平面朝下)，然后拆下备胎。

注意不要让低音炮掉下。

挡住车轮

MCE0001D

警告:

务必要挡住车轮，以防止车辆移动，车辆移动

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

用合适的挡块 ① 把与漏气轮胎 Ⓐ 斜对角的车

轮的前后都固定，以防止车辆被顶起时移动。

拆卸轮胎

SCE0771

顶起点

警告:

. 请务必阅读和遵循本章的操作规程。

. 请勿进入到用千斤顶支撑的车辆下方。

. 切勿使用非本车所配备的千斤顶。

. 车上所装备的千斤顶，只在更换轮胎时举

升车辆使用。

. 切勿在指定支点以外的地方举升车辆。

. 切勿在没必要时随意举升车辆。

. 切勿在千斤顶的上面或下面使用垫块。

. 当车辆还在千斤顶上时，切勿起动或运转

发动机。否则车辆会突然移动，导致事故

发生。

. 当轮胎抬离地面时，切勿让乘客留在车

内。

. 使用前，请务必阅读贴在千斤顶体上的注

意事项标签。

紧急情况 6-3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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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紧急情况

顶起车辆

SCE0504

1. 将千斤顶放在如图所示支点的正下方，这

样能使千斤顶的顶头在支点处和车辆相接

触。

千斤顶应放在坚实的水平地面上。

2. 对齐前节或后节顶起点处两个槽口之间的

顶头。

3. 将千斤顶顶部的凹槽装在图中所示的槽口

之间。

4. 用车轮螺母扳手逆时针方向旋转 1 圈或 2
圈，松开每个车轮螺母。

在轮胎离地后才可卸下车轮螺母。

5. 小心地升起车辆，直到轮胎和地面之间获

得一定的间隙。

6. 要升起车辆，请用双手紧紧地抓住千斤顶

杠杆和顶杆并且转动千斤顶杠杆。

拆卸轮胎

1. 拆卸车轮螺母。

2. 拆卸损坏的轮胎。

注意:

轮胎很重。确保您的脚远离轮胎，如有需要，
请带上手套以免受伤。

安装备用轮胎

SCE0661

警告:

. 切勿使用非本车所配备的车轮螺母。使用

不正确的车轮螺母或不恰当地拧紧螺母会

导致车轮松动或脱离车体。这会导致事故

的发生。

. 切勿在车轮螺柱或螺母上使用机油或润滑

脂。否则会使车轮螺母松动。

. T 型备用轮胎仅能用于紧急情况。

1. 清除车轮和轮毂表面上的所有泥土或灰

尘。

2. 小心装上备用轮胎，并用手拧紧车轮螺

母。检查所有车轮螺母是否与车轮表面水

平接触。

3. 使用车轮螺母扳手按如图示顺序 (① - ⑤)
交替并均匀地分 2 次以上拧紧车轮螺母，
直到拧紧为止。

4. 慢慢地降下车辆直到轮胎接触到地面。

5. 用车轮螺母扳手按图示顺序用力拧紧车轮

螺母。

6. 完全降下车辆。

尽快用扭力扳手将车轮螺母拧至规定扭矩。

车轮螺母拧紧扭矩:
108 N·m (11 kg-m, 80 ft-lb)

车轮螺母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拧紧至规定扭

矩。建议在每次更换润滑油时都要将车轮螺母

拧紧至规定扭矩。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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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在车辆行驶 1,000 km (600 英里) 后，请重新拧

紧车轮螺母 (轮胎漏气等情况下也是如此)。

胎压监测系统 (TPMS)

将轮胎压力调整至 COLD (冷态) 轮胎压力后，
轮胎压力信息显示屏可能显示比车辆行驶超过

1.6 km (1 英里) 后的 COLD (冷态) 轮胎压力更

高的压力。这是因为随着轮胎温度升高，轮胎

压力增大。这并不表示系统有故障。

存放损坏的轮胎和工具

警告:

使用后请务必将轮胎、千斤顶和工具正确地收

存起来。否则在发生事故或紧急制动时，这些

物体会被抛出造成危险。

1. 将损坏的轮胎、千斤顶和工具固定在存放

区。

2. 关闭行李箱地板盖。

3. 关上后背门。

警告:

. 不正确的跨接起动可能会引起蓄电池爆

炸。蓄电池爆炸会导致严重的伤亡事故。

同时也可能会损坏车辆。请务必要遵循本

章的操作说明。

. 蓄电池附近永远存在有爆炸性的氢气。请

确保任何火花或明火远离蓄电池。

. 操作蓄电池或在蓄电池附近工作时，务必

戴上护目镜并取下戒指、手镯和其他珠宝

饰物。

. 在跨接起动时，切勿弯下身子俯身于蓄电

池上。

. 切勿让蓄电池液溅入眼睛、沾到皮肤、衣

服、车辆的喷漆表面或内饰物体。蓄电池

液是具有腐蚀性的硫酸溶液，会造成严重

的烧伤。一旦沾上了蓄电池液，应立即用

大量清水冲洗。

. 请将蓄电池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 辅助蓄电池的额定电压必须为 12 伏。使用

额定电压不正确的蓄电池会损坏车辆。

. 切勿试图跨接起动冻结的蓄电池。否则它

可能会爆炸并引起严重的伤害。

紧急情况 6-5

跨接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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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紧急情况

SCE0772

VQ37VHR 发动机车型

SCE0770

VK50VE 发动机车型

1. 如果辅助蓄电池在另一辆车 Ⓐ 上，请将两

辆车 Ⓐ 和 Ⓑ 停在能让其蓄电池互相靠近

的地方。

注意:

. 请勿让两辆车接触。

. 如 果 蓄 电 池 电 量 耗 尽 ， 当 点 火 开 关

在“OFF”位置时，方向盘将被锁定且不能

转动。在将点火开关按至“OFF”以外的位

置之前，先用跨接电缆供电，然后解除转

向锁。

2. 施加驻车制动。

3. 将换档杆移到“P”(驻车档) 位置。

4. 关闭所有不必要的电气系统 (前大灯、加

热器和空调等)。

5. 将点火开关按到“OFF”位置。

6. 拆掉蓄电池上的通风口盖 (如装备)。

7. 用完全拧干的湿布 Ⓒ 盖住蓄电池以减小爆

炸的危险性。

8. 按如图示顺序 (①、②、③、④) 连接跨接

电缆。

注意:

. 请务必将正极 + 与正极 + 连接，负极 7
与车身接地连接，切勿连接到蓄电池的负

极 7。

. 确保跨接电缆没有与发动机舱内的活动部

件接触。

. 确保跨接电缆的夹子没有接触到其他任何

金属。

9. 起动辅助车辆 Ⓐ 的发动机并运转数分钟。

10. 踩下辅助车辆 Ⓐ 的油门踏板至约 2,000
rpm。

11. 以正常方式起动跨接车辆 Ⓑ 的发动机。

注意:

切勿使起动机接合 10 秒以上。如果发动机不

能立即起动，请将点火开关按至“LOCK”位

置，并等待至少 10 秒钟，然后再重试。

12. 发动机起动后，请小心地按如图所示的相

反顺序 (④、③、②、①) 断开跨接电缆。

13. 移去并妥当处理掉布料，因为它可能沾有

腐蚀性的酸液。

14. 更换通风口盖 (如已拆下)。

15. 将蓄电池盖和发动机舱盖装回原位置。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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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试图通过推车这种方式来起动发动机。

注意:

. 自动变速箱 (AT) 车型不能通过推车来起

动。否则会导致变速箱损坏。

. 装备有催化器的车型请勿通过推车方式来

起动。否则可能会导致催化器损坏。

. 切勿用牵引的方式起动车辆。当发动机起

动后，车辆的前冲力有可能使它与前面的

牵引车辆相撞。

警告:

. 如果车辆过热，切勿继续驾驶。否则可能

会导致发动机损坏和/或车辆着火。

. 若有蒸气冒出，切勿打开发动机罩。

. 发动机处于热态时，切勿拆下散热器盖。

否则高压的热水会喷出并且可能导致烧

伤、烫伤或严重的伤害。

. 如果有蒸气或冷却液从发动机里冒出，请

远离车辆以避免烧伤。

. 当冷却液温度超过预设温度时，发动机的

冷却风扇会随时启动。

. 请注意不要让您的手、头发、首饰或衣服

接触或被卷到冷却风扇或驱动皮带中。

如果车辆过热 (高温指示灯点亮)，或者如果感

到发动机动力不足、听到异常的噪音等，请采

取以下步骤:

1. 安全地将车辆驶离公路，远离车流。

2. 打开危险指示闪光灯。

3. 施加驻车制动。

4. 将换档杆移到“P”(驻车档) 位置。

请勿关闭发动机。

5. 打开所有车窗。

6. 关闭空调。将温度控制盘转到最热位置，
并将风扇速度设置为高速。

7. 下车。

8. 在打开发动机罩前，目视检查和倾听是否

有蒸气或冷却液从散热器逸出。等待直到

看不到蒸气或冷却液再进行操作。

9. 打开发动机罩。

10. 目视检查冷却风扇是否正在运转。

11. 目视检查散热器和散热器软管有无泄漏。

如果冷却风扇不转动或冷却液泄漏，请关

闭发动机。

12. 发动机冷却后，在发动机运转的状态下检

查储液罐中冷却液的液位。请勿打开散热

器盖。

13. 必要时向储液罐中添加冷却液。

请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维修车

辆。

紧急情况 6-7

推车起动 如果车辆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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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紧急情况

需要牵引车辆时，必须遵守当地法规。不恰当

的牵引设备会损坏您的车辆。为确保正确的牵

引方法及保护您的车辆不会发生意外损坏，
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建议您找专业的道

路救助人员来牵引车辆。在准备牵引时，应让

他们仔细阅读下列注意事项。

牵引注意事项

. 切勿在有任何车轮着地的状态下牵引四轮

驱动 (4WD) 车型，否则可能会对传动系统

造成严重的损坏并产生高额的修理费用。

. 在牵引前一定要连接安全链。

. 切勿驾驶正在被牵引的车辆。

. 拖车抬起车辆后，请勿钻到车底。

INFINITI 英菲尼迪建议的牵引方式

牵引四轮驱动 (4WD) 车型

SCE0736

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建议您在牵引车辆

时，在前轮或后轮下使用小拖车，或者将车辆

放在平板牵引卡车上，如图所示。

注意:

牵引 4WD 车型时，切勿让任何车轮着地。否则

会对传动系统造成严重损坏并产生高额的修理

费用。

牵引车辆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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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出被困的车辆

JVE0038X

警告:

. 进行拖拉作业时，禁止任何人站在牵引线

附近。

. 切勿让轮胎高速空转。否则会导致轮胎爆

炸并引起严重的伤害。车辆的零部件也会

过热并损坏。

. 请勿使用后拖车钩 ② 牵引车辆。后拖车钩

并非用于牵引被困的车辆。

当车辆轮胎陷进沙地、雪地或泥浆中且不通过

拖拉无法使其脱困时，请使用与举升工具一起

存放的拖车钩 ①。

. 请只使用拖车钩。不要将拖拉装置系在车

身的其他任何部位。否则，可能会损坏车

身。

. 拖车钩仅用于拖出被困的车辆。切勿只使

用拖车钩牵引车辆。

. 当使用拖车钩拖出被困的车辆时，拖车钩

承受巨大的拉力。务必直线拉出被困的车

辆。切勿与拖车钩成一定的角度拉车辆。

前:

把拖车钩 ① (和举升工具一起存放) 牢固地安

装到前保险杠上的连接固定件上。如果牌照

和/或牌照支架防碍拖车钩安装，请使用适当

的工具将其暂时卸下。

在驾驶车辆前，确保拖车钩已正确地固定到其

存放位置，并把牌照重新装上。

后:

请勿使用后拖车钩 ② 拖拉车辆。

紧急情况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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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紧急情况

备忘录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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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外观与维护

为了保持车辆的外表美观，进行适当的保养是

很重要的。

请尽可能地将您的车辆停放在车库中或有遮盖

的地方，这样可降低损害车辆漆面的风险。

如果不得不停放在外面，请将车辆停放在阴凉

处或用车罩保护车辆。盖上或取下车罩时，应

小心不要刮伤漆面。

清洗

在下列情况下，请尽快清洗您的车辆以保护漆

面:

. 下雨后，因为酸雨会导致漆面损坏。

. 在海岸道路上行驶后，因为车辆会受海风

的影响而导致生锈。

. 当污染物 (例如烟尘、鸟粪、树液、金属碎

片或昆虫) 落在漆面上时。

. 当灰尘或泥土堆积在漆面上时。

1. 用湿海绵和充足的水冲洗车辆表面。

2. 结合中性肥皂、特制的车辆专用肥皂或一

般的洗碗清洁剂进行清洁，并用温水 (切
勿用热水) 仔细并全面地清洗车辆表面。

注意:

. 请勿用浓性普通肥皂、强化学洗涤剂、汽

油或溶剂擦洗车辆。

. 请勿在阳光直射或车身很热的情况下清洗

车辆，否则漆面上会出现水斑。

. 避免用硬绒布或粗糙的布 (例如清洗手套)
。当清除凝结的灰尘及其他污垢时，必须

小心，以免划伤或损坏漆面。

3. 用足量的清水彻底清洗车辆。

4. 用潮湿的软皮革吸干漆面避免留下水斑。

清洗车辆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车内法兰盘、车门的结合处和褶皱处、舱

盖和发动机罩等容易受道路防冻盐的影

响。因此，这些地方必须定期清洁。

. 确保车门下方排水孔的畅通。

. 朝车身底部和车轮的轮辋槽中喷水，以除

去灰尘和/或洗掉道路防冻盐。

清除污点

要尽快从漆面上清除焦油和油污点、工业灰

尘、昆虫及树液，以避免产生持久的破坏或着

色。在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或任一汽配

店中都有专用的清洗产品售卖。

打蜡

定期打蜡可保护漆面并有助于保持新车的外

观。

打蜡后建议擦亮，以除去残留物并防止风化褪

色。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可帮助您选择合适的

打蜡产品。

注意:

. 在打蜡之前，请全面、彻底地清洗您的车

辆。

. 应始终按照制造商提供的蜡的产品说明书

进行打蜡。

. 请勿使用含有磨料、粗粒抛光膏或清洁剂

的蜡，以免损坏车辆的光泽。

在底漆/光漆罩面上进行机器打磨或过度抛光

会使罩面光泽变暗淡或留下漩涡痕迹。

玻璃

用玻璃清洗剂清除玻璃表面上的烟尘薄膜。当

车辆停放在烈日下时，玻璃上会形成一层薄

膜，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用玻璃清洗剂和柔软

的布可以轻易地除去此薄膜。

车身底部

在冬天使用道路防冻盐的地区，应经常清洗车

身底部，以防灰尘和盐的堆积加速对车身底部

及悬架的腐蚀。

在冬季和春季之前，必须检查车辆的密封情

况，必要时，请重新处理。

车轮

. 清洗车辆时请清洗车轮，以保持它们的外

观。

. 更换车轮或清洗车身底部时，请清洁车轮

内侧。

. 清洗车轮时请勿使用研磨清洁剂。

. 定期检查轮缘是否有凹痕或腐蚀。因为这

可能导致轮胎丧失胎压或损坏胎缘。

. 在 冬 天 道 路 上 使 用 防 冻 盐 的 地 区 ，
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建议在车轮上

打蜡，以保护车轮。

车外清洁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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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车轮

请定期用海绵沾湿软性肥皂水清洗车轮，尤其

是在冬天使用防冻盐的地区。如果没有定期清

洗车轮，车轮上所沾的盐会使车轮褪色。

注意:

根据下面的说明操作，避免车轮出现污染或褪

色:

. 请勿使用含有强酸或强碱成分的清洁剂来

清洁车轮。

. 在车轮温度高时，请勿在车轮上使用车轮

清洁剂。车轮温度应该与环境温度一致。

. 冲洗车轮，在使用清洁剂后 15 分钟内彻底

除去清洁剂。

镀铬部件

请使用防磨损铬抛光剂定期清洁所有镀铬部件

以保持其光亮。

经常用真空吸尘器或软鬃毛刷子清除内部饰

物、塑料部件及座椅上的灰尘。用干净的软布

沾上软性肥皂溶液擦洗尼龙及皮革的表面，然

后用干净柔软的布擦干净。

为了保持皮革的光泽，需要定期保养和清洁。

使用任何织物保护套前，请阅读制造厂商的说

明书。某些织物保护套含有化学物质，会使座

椅材料着色或漂白。

使用仅蘸有水的软布清洗各仪表和计量器镜

盖。

警告:

请勿在座椅上使用水或酸性清洁剂 (热蒸汽清

洁剂)。这会损坏座椅或乘坐标识传感器。这

也会影响安全气囊系统的工作，并导致严重的

人身伤害。

注意:

. 切勿使用苯、稀释剂或同类液体进行擦

拭。

. 小污垢颗粒具有研磨作用，会损坏皮革表

面，应立即除去。请勿使用皮革皂、车

蜡、抛光剂、机油、清洁液、溶剂、清洁

剂或含氨的清洁剂，否则会损坏皮革的自

然光泽。

. 切勿使用织物保护套，除非是制造商建

议。

. 请勿使用玻璃或塑料清洗剂擦洗各仪表和

计量器镜盖。此类清洁剂可能会损坏镜

盖。

地板垫

用正品的 NISSAN 地板垫 (如装备) 可延长车辆

地毯的使用寿命，并且更易于车内清洁。无论

使用哪种地板垫，一定要使用大小合适的，并

且将其放在搁脚处的合适位置上，以防干扰踏

板操作。地板垫应经常清洗，过度磨损后应更

换。

地板垫位置固定

SAI0039

示例

此车带有前地板垫固定钉，有助于地板垫的定

位。NISSAN 地板垫是专门为您的车型而设计

的。

请将地板垫放置到脚部地板中央，并将地板垫

固定钉穿过地板垫的金属孔，以固定地板垫。

请定期检查地板垫是否正确定位。

外观与维护 7-3

车内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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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外观与维护

玻璃

用玻璃清洗剂清除玻璃表面上的烟尘薄膜。当

车辆停放在烈日下时，玻璃上会形成一层薄

膜，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用玻璃清洗剂和柔软

的布可以轻易地除去此薄膜。

注意:

当清洗车窗内部时，请勿使用尖利的工具、磨

料清洁剂或含氯消毒清洁剂。它们可能会损坏

诸如收音机天线或后车窗除雾器元件的导线。

安全带

警告:

. 请勿让湿安全带卷进收缩器内。

. 切勿使用漂白粉、染料或化学药剂擦拭安

全带，因为这些物质会严重地削弱安全带

织带的强度。

安全带可用海绵沾湿软性肥皂水擦洗。

使用之前，请将安全带放在荫凉处完全干燥。

(请参见“安全带” (1-7 页)。)

车辆腐蚀的最常见因素

. 车身、孔洞或其他部位淤积了潮湿的脏物

或碎片。

. 由于碎石或砂砾以及轻微的交通事故而损

坏了漆面和其他的保护层。

影响腐蚀速率的环境因素

潮湿

沙土、脏物和水在车内地板处的淤积会加速腐

蚀。湿地毯/地板垫在车内不会完全干燥。需

将其取出并完全晾干以避免地板腐蚀。

相对湿度

在相对湿度较高的地区，腐蚀会加快。

温度

对那些通风不良的部件，温度的升高会加速腐

蚀的进程。

温度在冰点以上的地区腐蚀也会加速。

空气污染

工业污染、沿海地区空气中盐的存在或道路防

冻盐的大量使用会加速腐蚀的进程。道路防冻

盐也会加速喷漆表面的风化褪色。

预防车辆腐蚀

. 经常清洗并打蜡，以保持车辆的清洁。

. 经常检查漆面是否存在轻微的损伤，如果

发现有任何损伤，请尽快修理。

. 保持车门底部的排水孔畅通，以避免产生

积水。

. 检查车身底部是否堆积有沙土、脏物或

盐。如果有，请尽快用水冲洗。

注意:

. 切勿用水管冲洗乘客舱内的脏物、沙土或

其他碎杂物。使用吸尘器清除脏物。

. 切勿让车内的电气元件接触水和其他液

体，因为它们会损坏电气元件。

用于路面除冰的化学剂有很强的腐蚀性。它们

会加速排气系统、燃油和制动管路、制动拉

索、底盘和挡泥板等车下部件的腐蚀和损坏。

在冬季，要对车身底部进行定期的清洁。

对于某些地区规定的附加防锈及防腐措施，请

咨询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

防腐蚀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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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日常和定期保养对保持您车辆的机械性

能、排放性能和发动机性能是必须的。

对车辆进行特殊保养和常规保养是车主的责

任。

作为车主，您是确保车辆得到恰当保养的唯一

人选。

定期保养

为了方便，定期保养的项目已列在另附的保养

手册中。您必须参考此保养手册，以确保您的

车辆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得到保养。

常规保养

常规保养项目包括那些每天正常开车应检查的

项目。这样做可确保您的车辆持久运转。按照

指示定期执行这些步骤是您应尽的责任。

进行常规保养检查无需太多的机械技能且仅需

一些通用车辆工具。

这些检查可由您本人、有资格的维修技师进

行，或您如愿意也可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

销店进行。

保养地点

如果您的车辆需要保养服务，或可能有故障，
请到授权的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对系统

进行检查和调整。

在车辆的常规日常驾驶中，应按本章节所述的

步骤定期对车辆进行常规保养。如果您发现任

何异响、震动或异味时，一定要马上检查其原

因或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进行检查。

另外，如果您认为您的车辆需要维修，请通知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

当进行检查或保养工作时，请仔细阅读“保养

注意事项” (8-3 页)。

常规保养项目的说明

有关以下带“*”号项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本章节后面的部分。

车辆外部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这里列出的保养项目应经

常进行。

车门和发动机罩:

检查所有车门、发动机罩、后背门、行李箱盖

和舱盖的操作是否平顺。并确保所有锁闩牢固

锁止。必要时予以润滑。确保当发动机罩的第

一道锁松开后，第二道锁还能使发动机罩保持

关闭状态。在使用道路防冻盐或其他腐蚀性物

质的区域驾驶时，要经常检查润滑情况。

车灯*:

定期清洁前大灯。确保前大灯、制动灯、尾

灯、转向信号灯和其他车灯都可以正常使用，
且固定牢靠。并检查前大灯的对光。

轮胎*:

经常用气压计检查轮胎压力，在长途旅行之前

务必要进行此项检查。将所有轮胎压力调整到

规定压力，包括备用轮胎。仔细检查是否有损

坏、割伤或过度磨损。

轮胎换位*:

如果车辆为两轮驱动 (2WD) 且前后轮胎规格相

同，则每隔 10,000 km (6,000 英里) 应调换轮

胎一次。标记有方向指示的轮胎仅可在前后之

间换位。完成轮胎换位后，确保车轮转向与方

向指示一致。

如果车辆为四轮驱动 (4WD) 且前后轮胎规格相

同，则每隔 5,000 km (3,000 英里) 应调换轮胎

一次。标记有方向指示的轮胎仅可在前后之间

换位。完成轮胎换位后，确保车轮转向与方向

指示一致。

如果前后轮胎规格不相同，则不能进行轮胎换

位。

然而，轮胎换位的时间根据您个人的驾驶习惯

和路面状况不同而变化。

胎压监测系统 (TPMS) 发射器部件 (如装备):

在由于磨损或老化而更换轮胎时，更换 TPMS
发射器密封索环、气门芯和气门帽。

车轮定位及平衡:

如果车辆在平直路面上行驶时会跑偏，或是检

测到轮胎磨损不均匀或异常，则可能需要进行

车轮定位。如果以正常的高速公路车速行驶时

出现方向盘或座椅振动，则可能需要进行车轮

平衡。

挡风玻璃:

定期清洁挡风玻璃。至少每六个月检查一次挡

风玻璃是否有裂纹或其他损坏。视情况进行维

修。

保养要求 常规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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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刮片*:

如果雨刮片操作不正确，则需检查有无裂纹或

磨损。

车辆内部

下列保养项目应定期进行，例如在进行定期保

养和清洗车辆时。

油门踏板:

检查油门踏板的操作是否正常，确保油门踏板

没有阻涩和施力不均匀的感觉。确保地板垫远

离踏板。

制动踏板*:

检查踏板操作是否平顺，并确保在完全踩下踏

板时踏板与地毯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检查制

动助力器的功能。确保地板垫远离踏板。

驻车制动器*:

定期检查驻车制动操作。检查操纵杆 (如装备)
或踏板 (如装备) 的行程是否正确。另外，确

保在相当陡的斜坡上，车辆能在仅使用驻车制

动的情况下保持静止。

安全带:

检查安全带系统的所有零件 (例如带扣、固定

器、调节器和收缩器) 工作是否正常和平顺，
以及是否安装牢固。检查安全带是否割破、擦

伤、磨损或损坏。

方向盘:

检查转向情况的变化，例如出现自由行程过

大、转向沉重或异响。

警告灯及蜂鸣器:

确保所有的警告灯和蜂鸣器都能正常工作。

挡风玻璃除雾器:

当操作加热器或空调时，检查空气是否能适当

和足量地从除雾器的出风口吹出。

挡风玻璃雨刮器和清洗器*:

检查雨刮器和清洗器能否正常工作并且确保雨

刮器不会留下划痕。

发动机罩和车辆下面

此处所列的保养项目应定期检查 (例如，每次

检查发动机机油或加油时)。

蓄电池*:

检查蓄电池各单元格中的液位，免保养蓄电池

除外。它应在“UPPER (上)” 和 “LOWER
(下)”液位之间。在温度较高的地区或在恶劣

条件下驾驶车辆时，要经常检查蓄电池中的液

位。

制动器 (和离合器) 液位*:

对于手动变速箱 (MT) 车型，确保制动器和离

合器的液位在储液罐的“MAX (最高)” 和

“MIN (最低)”线之间。

除手动变速箱 (MT) 车型外，确保制动器液位

在储液罐的“MAX (最高)” 和 “MIN (最
低)”线之间。

冷却液液位*:

冷却液冷却时检查冷却液液位。确保冷却液液

位在储液罐的“MAX (最高)” 和 “MIN (最
低)”线之间。

发动机驱动皮带*:

确保驱动皮带没有擦伤、磨损、开裂或油渍。

发动机机油油位*:

将车辆停放在水平地面上并关闭发动机，检查

油位。

油液泄漏:

车辆停放一段时间之后，检查车辆下面有无燃

油、机油、水或其他油液泄漏。空调使用后的

滴水是正常的。如果您注意到有泄漏或明显冒

燃油烟雾，请检查其原因并立即进行维修。

动力转向液液位和管路:

在发动机关闭且油液为冷态时，检查油液液

位。检查管路是否正确连接，有无泄漏、裂纹

等。

车窗清洗液*:

检查在储液罐中是否有充足的液体。

保养注意事项

在进行任何检查或保养工作时一定要小心，以

免对自己造成严重意外伤害或对车辆造成损

坏。以下是应该严格遵守的一般注意事项。

警告:

. 将车停在平坦处，施加驻车制动并挡住车

轮 以 防 止 车 辆 移 动 。 将 换 档 杆 移

到“P”(驻车档) 位置。

. 当更换或维修任何零件时要确保点火开关

处在“LOCK”位置。

. 当发动机温度很高时，请勿在发动机罩下

工作。务必关闭发动机，并等它冷却下

保养和自己动手 8-3

Condition: China/

www.inhauto.com检www.inhauto.com检查www.inhauto.com查蓄www.inhauto.com蓄电www.inhauto.com电池www.inhauto.com池各www.inhauto.com各单www.inhauto.com单元www.inhauto.com元格www.inhauto.com格中www.inhauto.com中的www.inhauto.com的液www.inhauto.com液位www.inhauto.com位，www.inhauto.com，免www.inhauto.com免保www.inhauto.com保养www.inhauto.com养蓄www.inhauto.com蓄电www.inhauto.com电池www.inhauto.com池

除www.inhauto.com除外www.inhauto.com外。www.inhauto.com。它www.inhauto.com它应www.inhauto.com应在www.inhauto.com在“www.inhauto.com“UPPER (www.inhauto.comUPPER (上www.inhauto.com上)www.inhauto.com)”www.inhauto.com” 和www.inhauto.com和 “www.inhauto.com“LOWERwww.inhauto.comLOWER



Black plate (234,1)

[ Edit: 2013/ 11/ 7 Model: S51-A ]

8-4 保养和自己动手

来。

. 如果您必须在发动机运转时工作，请让您

的手、衣服、头发和工具远离正在旋转的

风扇、皮带和其他旋转的零件。

. 建议在检修车辆之前系紧或脱掉松散的衣

服，并取下诸如戒指、手表之类的饰物。

. 如果必须在车库之类的封闭空间内起动发

动机，务必要有适当的通风装置以排出废

气。

. 当车辆用千斤顶支撑时，切勿钻到车下

方。

. 烟料、明火和火花要远离燃油和蓄电池。

. 当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切勿连接或

断开蓄电池或装有晶体管的部件接头。

. 在装有多点燃油喷射 (MFI) 系统的汽油发

动机车型上，燃油滤清器和输油管路的检

修应由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负责，这

是因为即使发动机关闭，输油管路还处于

较高的压力下。

. 您的车辆上装有发动机自动冷却风扇。它

可能在不发出警告，甚至点火开关处

于“OFF”位置并且发动机不运转时随时启

动。为避免造成伤害，在风扇附近作业前

务必要先断开蓄电池的负极电缆。

. 在车辆上工作时务必要佩戴护目镜。

. 当点火开关在“ON”位置时，切勿将发动

机或与变速箱有关的部件线束接头断开。

. 避免直接接触用过的发动机机油和冷却

液。不适当地处理发动机机油、发动机冷

却液和/或其他车辆油液会破坏环境。务必

遵守当地的有关处理车辆油液的法律法

规。

“8.保养和自己动手”章节中所提及的情况只

是针对那些车主能自己动手做的较简单步骤。

必须明确，如果车辆维修不彻底或不正确，将

会造成驾驶困难或排放超标，并且还可能影响

您车辆的保修期。如果对维护信息有任何疑

问，请向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咨询。

Condition: China/

www.inhau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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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K50VE 发动机车型

SDI2263

解开图中所示的卡子 Ⓐ 以拆下发动机舱盖。

如需拆下发动机盖，首先将盖朝上 ① 拉动，
然后朝车辆前方 ② 拉动。

保养和自己动手 8-5

发动机舱的检查位置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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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保养和自己动手

SDI2264

1. 保险丝/易熔线盒

2. 蓄电池

3. 发动机机油加注口盖

4. 散热器加注口盖

5. 发动机机油尺

6. 制动液储液罐

7. 车窗清洗液储液罐

8. 动力转向液储液罐

9. 空气滤清器

10. 驱动皮带

11. 发动机冷却液储液罐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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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Q37VHR 发动机车型

SDI2262

1. 保险丝/易熔线盒

2. 蓄电池

3. 散热器加注口盖

4. 发动机机油尺

5. 发动机机油加注口盖

6. 制动液储液罐

7. 车窗清洗液储液罐

8. 动力转向液储液罐

9. 空气滤清器

10. 驱动皮带

11. 发动机冷却液储液罐

警告:

. 发动机处于热态时，切勿拆下散热器或冷

却液储液罐盖。否则散热器中喷出的高压

冷却液可能造成严重烫伤。等待直至发动

机和散热器冷却。

. 发动机冷却液有毒，应当用有标记的容器

小心储存，且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发动机冷却系统在出厂时装有高质量的、全年

可用的防冻冷却液。防冻液中含有防锈和防腐

剂，因此不必添加其他冷却系统添加剂。

注意:

. 切勿使用任何冷却系统添加剂，例如散热

器密封剂。添加剂可能会导致冷却系统堵

塞，导致发动机、变速箱和/或冷却系统损

坏。

. 在添加或更换冷却液时，务必使用正品

NISSAN 发动机冷却液或同等质量、混合比

合适的产品。冷却液和水的混合比的示例

如下所示:

外部
温度低于

发动机
冷却液
(浓缩)

去除矿物质的水
或蒸馏水

8C 8F

−15 5 30% 70%

-35 -30 50% 50%

用其他类型的冷却液会损坏发动机冷却系统。

散热器配有压力盖。为防止发动机损坏，当需

要更换时，请只使用正品 NISSAN 散热器盖或

等同零件。

保养和自己动手 8-7

发动机冷却系统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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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保养和自己动手

检查发动机冷却液液位

SDI2198

在发动机冷却后检查储液罐中冷却液的液位。

如果冷却液液位低于 MIN (最低) 线 ②，请添

加冷却液到 MAX (最高) 线 ① 处 。如果储液罐

已空，请在发动机冷却后检查散热器中冷却液

液位。如果在散热器中的冷却液不足，用冷却

液将散热器加注至散热器加注口盖 (超过散热

器上部软管端口)，并将储液罐中的冷却液加

至 MAX (最高) 线 ①。添加发动机冷却液后，
拧紧盖子。

如果冷却系统经常需要添加冷却液，请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该系统。

更换发动机冷却液

如果需要更换，请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

销店。

应由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完成重要的发

动机冷却系统维修。可以在相应的 INFINITI
英菲尼迪车辆维修手册中找到维修步骤。

维修不当可能会造成散热性能降低和发动机过

热。

警告:

. 为避免烫伤，切勿在发动机热态时更换冷

却液。

. 请勿在发动机处于热态时拆下散热器盖。

否则散热器中喷出的高压冷却液可能造成

严重烫伤。

. 避免皮肤与用过的冷却液直接接触。如果

接触皮肤，则尽快用肥皂水或洗手液彻底

清洗。

. 冷却液要远离儿童和宠物存放。

发动机冷却液必须适当处理。请按照当地的法

律法规处理。

检查发动机机油油位

SDI2045

VQ37VHR 发动机

SDI2265

VK50VE 发动机

1. 将车辆停在平地上并施加驻车制动。

2. 起动发动机并暖机，直到发动机温度到达

正常的工作温度为止 (约 5 分钟)。

3. 关闭发动机。

4. 等待至少 15 分钟，使发动机机油流回到油

底壳。

5. 取出机油尺并将其擦干净。

发动机机油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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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新完全插入机油尺。

7. 取出机油尺，检查油位。它应该在范围 ①

内。

8. 如果机油油位低于 ②，请拆下机油加注口

盖，并在加注口中注入推荐机油。请勿过

量加注 ③。

9. 用机油尺重新检查油位。

注意:

. 应定期检查机油油位。机油不足时驾驶车

辆会损坏发动机，由此所导致的损坏不在

保修范围之内。

. 在机油保养间隔或车辆磨合期内添加一些

机油是正常的，这取决于工作条件的恶劣

程度。

更换发动机机油和机油滤清器

警告:

. 必须正确处理用过的机油。切勿将其倒在

地上、沟里及河里等，应到适当的废液处

理厂进行处理。INFINITI 英菲尼迪建议您

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更换机油。

. 由于发动机机油可能很热，注意不要烫伤

自己。

. 长时间经常接触发动机机油会导致皮肤

癌。

. 避免让皮肤与用过的机油直接接触。如果

接触到了用过的机油，请立即用肥皂或洗

手液及大量的水彻底清洗。

. 请用有标记的容器储存用过的发动机机

油，并将其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车辆准备

1. 将车辆停在平地上并施加驻车制动。

2. 起动发动机并暖机，直到发动机温度到达

正常的工作温度为止 (约 5 分钟)。

3. 关闭发动机。

4. 等待至少 15 分钟，使发动机机油流回到油

底壳。

发动机机油和滤清器

SDI2047

VQ37VHR 发动机

SDI2320

VK50VE 发动机

1. 在排放塞下放一个大放油盆。

2. 用扳手拆下排放塞 ①。

3. 拆下机油加注口盖，将机油放完。

必须适当处理废弃的机油。请按照当地的

法律法规处理。

4. (仅在需要更换发动机机油滤清器时，才进

行步骤 4 到 8 的操作。)

用机油滤清器扳手松开机油滤清器 ②。

5. 用手旋转机油滤清器并将其拆下。

6. 用干净的布擦拭发动机机油滤清器的安装

面。

务必要清除残留在安装面的旧垫圈。

7. 在新机油滤清器的垫圈上涂抹新机油。

8. 顺时针拧入机油滤清器直至感到有轻微的

阻力，然后再拧紧 2/3 圈以将其固定。

机油滤清器拧紧扭矩:
15 至 20 N·m
(1.5 至 2.0 kg-m, 11 至 15 ft-lb)

保养和自己动手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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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保养和自己动手

9. 清洁并重新安装排放塞和新垫圈。用扳手

拧紧排放塞。请勿用力过度。

排放塞拧紧扭矩:
29 至 39 N·m
(3.0 至 4.0 kg-m, 22 至 29 ft-lb)

10. 添加足量推荐的发动机机油。(请参见“推

荐的燃油/润滑剂和容量” (9-2 页)。)

11. 牢固地安装机油加注口盖。

12. 起动发动机。

13. 检查排放塞和机油滤清器是否泄漏。然后

再按需要调整。

14. 关闭发动机。

15. 等待至少 15 分钟。根据正确的步骤检查发

动机机油油位。(请参见“检查发动机机油

油位” (8-8 页)。)如果需要，添加发动机

机油。

操作后

正确处理废弃的机油和滤清器。请按照当地的

法律法规处理。

环境保护

污染下水道、河流和土地都是非法的。请利用

经过批准的废物回收设施，包括市内能恰当处

理废弃的机油和滤清器的场所及车辆维修厂。

如有疑问，请向当地官方机构询问处理方式。

有关环境污染的法规因不同国家而异。

SDI2119

VQ37VHR 发动机

1. 动力转向液泵

2. 交流发电机

3. 曲轴皮带轮

4. 空调压缩机

5. 驱动皮带自动张紧器

SDI1411B

VK50VE 发动机

1. 水泵

2. 交流发电机

3. 曲轴皮带轮

4. 动力转向液泵

5. 空调压缩机

点火开关务必处于“LOCK”位置。

目视检查皮带是否有异常磨损、割痕或松弛现

象。定期检查皮带情况。如驱动皮带状况较差

或松弛，请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进行

更换或调整。

驱动皮带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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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确保发动机和点火开关都已关闭并使用了驻车

制动器。

根据另附的保养手册上所述的保养计划更换火

花塞。

如需更换，请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

店。

铱金尖头火花塞

SDI2020

铱金尖头火花塞不必和普通火花塞一样经常更

换。这种火花塞的使用寿命比普通火花塞要

长。

注意:

. 请勿通过清洁和调整间隙的方式重复使用

铱金尖头火花塞。

. 请务必用推荐的铱金尖头火花塞更换。

检查驻车制动器

SDI1391D

从松开位置，慢慢用力踩下驻车制动踏板。如

果咔哒声的次数超出了所列的范围，请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

在 196 N (20 kgf, 44 lb) 的踏力下响 2 至 3 声

检查脚制动器

警告:

如果制动踏板高度未恢复正常，请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检查制动系统。

发动机运转时，检查踏板上表面和金属地板间

的距离。如果距离不在下列范围内，请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

踏力

490 N (50 kg, 110 lb)
110 mm (4-3/8 in) 或以上

检查制动踏板间隙

JVM0158X

发动机运转时，检查制动踏板间隙 Ⓐ。如果距

离不在下列范围内，请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

迪经销店。

3-11mm (0.12-0.43 in)

保养和自己动手 8-11

火花塞 制动器

Condition: China/

www.inhauto.comINFINITIwww.inhauto.comINFINITI 英www.inhauto.com英菲www.inhauto.com菲尼www.inhauto.com尼迪www.inhauto.com迪经www.inhauto.com经销www.inhauto.com销店www.inhauto.com店检www.inhauto.com检查www.inhauto.com查。www.inhauto.com。

在www.inhauto.com在 196 N (20 kgf, 44 lb)www.inhauto.com196 N (20 kgf, 44 lb) 的www.inhauto.com的踏www.inhauto.com踏力www.inhauto.com力下www.inhauto.com下响www.inhauto.com响 2www.inhauto.com2 至www.inhauto.com至 3www.inhauto.com3 声www.inhauto.com声



Black plate (242,1)

[ Edit: 2013/ 11/ 7 Model: S51-A ]

8-12 保养和自己动手

自调节制动器

您的车辆装有自调节制动器。每次踩下脚制动

踏板，盘式制动器都会进行自调节。

制动摩擦块磨损警告

盘式制动摩擦块有带声响的磨损警告。当需要

更换制动摩擦块时，在行驶中它会发出高音调

的刮擦或啸叫声。此刮擦声仅会发生在刚踩下

制动踏板的时候。随着制动器摩擦块磨损得更

多，即使没有踩下制动踏板，也能听到此声

音。一旦听到磨损警告声，请尽快检查制动

器。

单位: mm (in)

制动摩擦块
极限值

前 后

磨损厚度
2.0

(0.079)
2.0 (0.079)

在某些驾驶或气候条件下，偶然会听到制动器

发出吱吱声、尖啸声或其他噪音。在轻微至中

等强度刹车过程中偶然听见制动噪音是正常

的，而且不会影响制动系统的功能或性能。

应定期对制动器进行检查。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见另附的保养手册。

制动助力器

按如下所述检查制动助力器功能:

1. 在关闭发动机的情况下，反复踩下和松开

脚制动踏板数次。如果每次踩下脚制动踏

板的移动距离 (行程) 相同，请继续进行下

一步。

2. 踩住脚制动踏板，起动发动机。踏板高度

应下降一些。

3. 在踩下脚制动踏板的情况下，关闭发动

机。踩住踏板保持约 30 秒。踏板的高度应

保持不变。

4. 松开脚制动踏板，让发动机运转 1 分钟，
然后关闭发动机。踩下脚制动踏板数次。

随着每次踩下，制动踏板的行程会逐渐缩

短，这是因为助力器中的真空逐渐消失。

如果制动器不能正常工作，请到 INFINITI 英

菲尼迪经销店检查。

警告:

. 请只使用从密封容器中取出的新制动液。

用过的、劣质的或被污染的制动液会损坏

制动系统。使用不合适的制动液也可能会

损坏制动系统，从而影响车辆的制动性

能。

. 拆卸前清洁加注口盖。

. 制动液有毒，应当用有标记的容器小心存

储，且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注意:

请勿将制动液溅到漆面上。否则将会破坏漆

面。如果不慎将制动液溅到漆面上，请立即用

大量的水进行冲洗。

SDI2025

检查储液罐中的液位。如果制动液液位在 MIN
(最低) 线 ② 之下，制动警告灯点亮。添加制

动液至 MAX (最高) 线 ①。(有关推荐的制动液

类型，请参见“推荐的燃油/润滑剂和容量”

(9-2 页)。)

如果需经常添加制动液，应到 INFINITI 英菲

制动液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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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迪经销店彻底检查制动系统。 如果需要检查或更换，请联系 INFINITI 英菲

尼迪经销店。

注意:

. 使用正品 NISSAN Matic S ATF。请勿与其他

油液混合。

. 使用正品 NISSAN Matic S ATF 之外的其他自

动变速箱油，会影响驾驶性能和自动变速

箱的耐久性，还可能会损坏自动变速箱，
这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SDI1765A

警告:

动力转向液有毒，应当用有标记的容器小心存

放，并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检查储液罐中的液位。当液温在 50 至 808C
(122 至 1768F) 时液位应在 HOT 区[①: HOT
MAX (热态最高位)/②: HOT MIN (热态最低

位)]。当液温在 0 至 308C (32 至 868F) 时液

位应在 COLD 区[(③: COLD MAX (冷态最高位)/
④: COLD MIN (冷态最低位)]。

如需添加油液，仅可使用规定油液。(请参

见“推荐的燃油/润滑剂和容量” (9-2 页)。)
请勿过度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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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保养和自己动手

SDI2322

警告:

. 拆下空气滤清器后运转发动机可能会导致

您和他人烧伤。空气滤清器不但能过滤吸

入的空气，而且在发动机回火时还能熄灭

火苗。如果没有安装空气滤清器，在发动

机回火时，可能会造成烧伤。在空气滤清

器被卸下时切勿驾驶。如果拆下了空气滤

清器，检修发动机时要小心操作。

. 空气滤清器被卸下时，切勿向节气门体注

入燃油或起动发动机。否则可能造成严重

伤亡。

要拆下滤清器，松开锁止销 ① 并向上拉动

②。

不可清洁和重复使用粘纸型滤清器滤芯。干纸

型滤清器滤芯可进行清洁和重复使用。根据另

附的保养手册中的保养计划来更换空气滤清

器。

更换滤清器时，用湿布擦拭空气滤清器壳体及

盖的内侧。

挡风玻璃雨刮片

清洁

如果在使用挡风玻璃清洗器后,挡风玻璃仍不

干净，或在挡风玻璃雨刮器工作时，雨刮片发

出吱吱声，则挡风玻璃和/或雨刮片上可能有

蜡或其他物质。

用清洗液或温和的清洗剂清洗挡风玻璃的外表

面。如果用水清洗时不再形成水珠，则说明挡

风玻璃已经干净。

使用蘸有清洗液或温和清洁剂的布擦拭雨刮

片。然后用水冲洗雨刮片。如果在清洗雨刮片

后使用雨刮器工作，挡风玻璃还是不干净，请

更换雨刮片。

空气滤清器 雨刮片

Condition: China/

www.inhau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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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M0096X

注意不要堵塞清洗器喷嘴 Ⓐ。这可能会导致挡

风玻璃清洗器的工作不正常。如果清洗器堵

塞，请用针或小钉子 Ⓑ 将异物清除。注意不

要损坏喷嘴。

更换

SDI2048

如果雨刮片磨损，请更换。

1. 拉起雨刮臂。

2. 按住释放凸耳 Ⓐ，然后朝雨刮臂下方移动

雨刮片 ①，将其拆下。

3. 拆下雨刮片。

4. 把新雨刮片插到雨刮臂并卡止到位。

注意:

. 更换雨刮片后，将雨刮臂恢复至原来位

置。否则可能会刮花雨刮臂或发动机罩，
造成损坏。

. 磨损的挡风玻璃雨刮片会损坏挡风玻璃并

影响驾驶员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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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I2267

警告:

车窗清洗液有毒，应当用有标记的容器小心存

放，并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当清洗液不足警告灯出现在点阵式液晶显示屏

时，请添加清洗液。

为了更好地清洁，可在水中添加清洗剂。在冬

季，请添加挡风玻璃清洗液防冻剂。请按照制

造商的使用说明按比例混合。

车窗清洗液

Condition: China/

www.inhau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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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蓄电池

SDI1573

警告:

如果蓄电池内的电解液较低，请勿操作车辆。

电解液液位过低会导致蓄电池负荷加大，引起

蓄电池发热，缩短蓄电池寿命，在某些情况下

还可能会引起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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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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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保养和自己动手

检查蓄电池液位

DI0137MD

SDI1480D

检查每个单元格中的液位。蓄电池液位应在

UPPER LEVEL (上液位) ① 和 LOWER LEVEL (下液

位) ② 线之间。

如需加注，只能添加去除矿物质的水/蒸馏

水，使液位上升到每个注入口的指示器处。请

勿过度加注。

1. 用适当的工具拆下单元格塞子 ③。

2. 添加去除矿物质的水/蒸馏水，使液位上升

到 UPPER LEVEL (上液位) ① 线。

如果蓄电池侧面不清楚，直接观察单元格

检查蒸馏水位；状态 Ⓐ 说明正常而状态

Ⓑ 说明需要添加更多蒸馏水。

3. 更换并拧紧单元格塞子。

. 在温度较高的地区或在恶劣条件下驾驶车

辆时，要经常检查蓄电池中的液位。

. 保持蓄电池表面干净和干燥。用充分拧干

的湿布清洁所有腐蚀。

. 确定端子接头干净并且牢固拧紧。

. 如果超过 30 天不使用车辆，断开蓄电池负

极 (−) 电缆，以免蓄电池电量耗尽。

. 确保安装了通风管 (如装备)，并正确拧紧

单元格塞子。

跨接起动

如果有必要进行跨接起动，请参见“跨接起

动” (6-5 页)。如果通过跨接起动，发动机还

是不能起动或蓄电池不充电，请更换蓄电池。

请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更换蓄电

池。

智能钥匙电池

更换电池

SDI2451

注意:

. 注意不要让儿童吞下电池和拆下的零件。

. 废弃电池处理不当会破坏环境。请按照当

地的法律法规处理废弃电池。

. 更换电池时，请勿让灰尘或油沾到部件

上。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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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锂电池更换不正确，则可能出现爆炸

危险。只应用相同或同等型号的电池进行

更换。

SDI2452

更换电池:

1. 松开智能钥匙后端的锁止按钮并拔出机械

钥匙。(请参见“机械钥匙” (3-2 页)。)

2. 将一字螺丝刀用布包住刀头插入转角的缝

中并旋转分开上下两部分。

3. 用新电池更换。

. 推荐电池: CR2032 或同等产品

. 请勿触摸内部电路和电子接头，否则会

引起故障。

. 确保电池的 + 侧朝向外壳的底部。

4. 对准上部和下部的尖端 ①，然后将其按压

在一起直至牢固结合 ②。

5. 操作按钮以检查它的工作情况。

如果您需要帮助,请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

销店。

可变电压控制系统测量来自蓄电池的放电量并

控制交流发电机产生的电压。

注意:

. 请勿将附件的地线直接与蓄电池端子相

接。否则将会旁通可变电压控制系统，导

致车辆蓄电池可能无法充电。

. 请在发动机运转的情况下使用电气附件，
以避免车辆蓄电池电量耗尽。

保险丝类型

SDI1751

保险丝 (类型 Ⓐ 和/或类型 Ⓑ) 存放在发动机

舱和乘客舱保险丝盒中。

类型 Ⓐ 保险丝可安装在发动机舱和乘客舱保

险丝盒中。

SDI1752

如果使用类型 Ⓐ 保险丝更换类型 Ⓑ 保险丝，
则类型 Ⓐ 保险丝将不能与保险丝盒平齐，如

图所示。这并不会影响保险丝的性能。确保保

险丝牢固安装在保险丝盒中。

类型 Ⓑ 保险丝不能安装在发动机舱的保险丝

盒中。发动机舱保险丝盒中只可使用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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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电压控制系统 保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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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 保养和自己动手

保险丝。

发动机舱和行李箱

SDI1479A

注意:

请勿使用比保险丝盒盖上规定的电流额定值高

或低的保险丝。否则会损坏电气系统或引起火

灾。

如果有电气设备不工作，请检查保险丝是否开

路。

1. 确保点火开关处于“OFF” 或 “LOCK”位

置。

2. 确保前大灯开关处于“OFF”位置。

3. 打开发动机罩。

4. 拆下保险丝/易熔线盖。

5. 找出需要更换的保险丝。

SDI1754

6. 用放在乘客舱保险丝盒内的保险丝拔出工

具拆下保险丝。

7. 如果保险丝开路 Ⓐ，用新保险丝 Ⓑ 予以

更换。备用保险丝存放在乘客舱的保险丝

盒里。

如果装上新保险丝后仍开路，请检查电气系

统，必要时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维

修。

易熔线

如果在保险丝状况良好时电气设备不能工作，
请检查易熔线。如果有任一易熔线熔断，请仅

用正品 NISSAN 零件予以更换。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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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舱

SDI2554

注意:

请勿使用比保险丝盒盖上规定的电流额定值高

或低的保险丝。否则会损坏电气系统或引起火

灾。

如果有电气设备不工作，请检查保险丝是否开

路。

1. 确保点火开关处于“OFF” 或 “LOCK”位

置。

2. 确保前大灯开关处于“OFF”位置。

3. 拆下保险丝盒盖。

4. 找出需要更换的保险丝。

5. 用保险丝拔出工具 Ⓐ 拆下保险丝。

SDI1754

6. 如果保险丝开路 Ⓐ，用新保险丝 Ⓑ 予以

更换。

如果装上新保险丝后仍开路，请检查电气系

统，必要时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维

修。

长期停放保险丝开关 (如装备)

SDI2704

为降低蓄电池消耗，出厂时长期停放保险丝开

关是断开的。在交车之前，将开关推进 (接通)
且应始终保持接通。

如有电气设备不工作，拆下长期停放保险丝开

关并检查保险丝有无开路。

注:

如果长期停放保险丝开关故障，或保险丝开

路，无需更换开关。在这种情况下，拆下长期

停放保险丝开关，并更换为新的同样额定值的

保险丝。

如何拆下长期停放保险丝开关:

1. 拆下长期停放保险丝开关时，确保点火开

关处于“OFF” 或 “LOCK”位置。

2. 确保前大灯开关处于“OFF”位置。

3. 拆下保险丝盒盖。

4. 夹住停放保险丝开关两侧上的锁止凸耳

①。

5. 将停放保险丝开关从保险丝盒 ② 中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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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保养和自己动手

前大灯

雨中或洗车时，车外灯的透镜内会暂时形成雾

气，这是由于透镜内外存在温度差而产生雾

气。这并非故障。如果透镜内积聚了大量水

滴，请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

氙气前大灯车型

如需更换，请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

店。

警告:

高电压

当氙气前大灯打开时，其会产生高电压。切勿

改动或分解，以防发生触电事故。请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更换氙气前大灯。

请使用与原装相同的编号和瓦数的灯泡:

远光灯/近光灯 (氙气)

瓦数: 35

灯泡编号: D2S

车外灯

项目 瓦数(W)

前转向信号灯 21

示宽灯 5

前雾灯 35

后雾灯 21

侧转向信号灯* 5

后组合灯

后转向信号灯 21

制动灯/尾灯* LED

倒车灯 21

高位制动灯* LED

地面照明灯* LED

牌照灯 5

*:请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进行更换。

车内灯

项目 瓦数(W)

地图灯 8

后阅读灯 8

脚踏照明灯 5

货物灯 8

化妆镜灯 1.4

车灯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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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灯位置

JVM0154X

1. 前大灯 (远光灯/近光灯)

2. 前转向信号灯

3. 地图灯

4. 侧转向信号灯

5. 后阅读灯

6. 雾灯

7. 示宽灯

8. 地面照明灯

9. 迎宾灯

10. 高位制动灯

11. 货物灯 (侧壁)

12. 货物灯 (后背门)

13. 牌照灯

14. 后雾灯

15. 倒车灯

16. 后组合灯 (转向信号灯/制动灯/尾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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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保养和自己动手

更换步骤

SDI2306

: 拆卸

: 安装

所有其他灯均为 A、B、C、D 或 E 型的一种。

更换灯泡时，首先拆下透镜和/或灯罩。

SDI2286

① 前转向信号灯/② 示宽灯

对于 VK50VE 发动机车型

更换灯泡时，应先拆下发动机舱盖。(请参

见“发动机舱的检查位置” (8-5 页)。)

SDI2287

前雾灯

1. 使用适当工具拆下螺钉 Ⓐ，并小心向外拉嵌条

Ⓑ，然后将其拆下。

2. 拆下螺栓 Ⓒ，然后拉动轮罩内板 Ⓓ 以弄一个

开口。

3. 首先断开接头，然后按图示拆下灯座，并予以

更换。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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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I2289

① 倒车灯/② 牌照灯

1. 使用适当的工具拆下卡子 Ⓐ，然后拆下后货物

盖 Ⓑ。

2. 拆下货物灯 Ⓒ、后背门手柄 Ⓓ、卡子 Ⓔ，然

后拆下后背门内盖 Ⓕ。

3. 断开灯座，然后按图示更换灯泡。

SDI2305

后组合灯 (转向信号灯)

1. 向上拉出灯罩 Ⓐ 以将其取下。

2. 卸下螺栓 Ⓑ，然后按图示使用适当的工具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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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撬开整个后组合灯装置。

3. 断开灯座，然后更换灯泡。

SDI2290

后雾灯

SDI2030

地图灯

SDI2031

后阅读灯

SDI1919

货物灯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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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I1839

化妆镜灯

SDI2330

脚踏照明灯

如果轮胎漏气，请参见“漏气轮胎” (6-2
页)。

胎压监测系统 (TPMS)

除了备用轮胎外，胎压监测系统 (TPMS) 监控

所有轮胎的压力。当轮胎压力低警告灯点亮

时，说明车辆的一个或多个轮胎明显充气不

足。

TPMS 只在车速大于 25 km/h (16 MPH) 时启动。

而且，该系统无法监测轮胎压力突然下降 (例
如行驶过程中轮胎漏气)。

有关 TPMS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胎压监测系

统 (TPMS)” (5-5 页)。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轮胎压力低警告灯”

(2-11 页) 和 “车辆信息和设置” (4-5 页)。

轮胎充气压力

定期检查轮胎的压力，包括备用轮胎。轮胎压

力不正确会对轮胎的寿命和车辆驾驶造成不良

的影响。应在轮胎冷态时检查轮胎压力。在车

辆停车 3 小时以上，或行驶距离小于 1.6 km (1
英里) 时，可以认为轮胎处于冷态。轮胎标牌

上标出了冷态轮胎压力。

压力不足会造成轮胎过热，进而引起内部损

坏。高速行驶时，会造成胎面开裂甚至轮胎爆

炸。

轮胎的类型

注意:

轮胎换位或更换时，注意四个轮胎应为同样的

类型 (如夏季、四季通用或雪地) 和结构。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可向您提供有关轮胎

类型、尺寸、额定速度和其他实用的信息。

更换用轮胎的额定速度可能会比原装的轮胎低

些，因此可能与车辆的潜在最高车速不匹配。

行驶速度切勿超过轮胎的最大额定速度。

四季通用轮胎

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为某些车型配备了

四季通用轮胎。包括在积雪和冰封路面，都有

良好的性能。四季通用轮胎的胎壁上标有 ALL
SEASON 和/或 M&S。雪地用轮胎比四季通用轮

胎有更好的雪地牵引力，在特定地区雪地用轮

胎可能更适用。

夏季用轮胎

为了在干燥路面上具有良好的性能，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为某些车型配备了性能卓越

的夏季用轮胎。夏季用轮胎在雪地里或冰面

上，其性能会显著降低。夏季用轮胎在胎壁上

并没有标识轮胎牵引力额定值 M&S。

如果您要在雪地里或冰面上行车，INFINITI 英

菲尼迪汽车公司建议您在四个车轮上都安装雪

地或四季通用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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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用轮胎

如果需要雪地用轮胎，其尺寸和额定负荷需同

原装轮胎相同。否则，对车辆的安全性能和操

纵性能都会有不良影响。

一般来说，雪地用轮胎的额定速度比原装轮胎

的低，可能与潜在最高车速不匹配。行驶速度

切勿超过轮胎的最大额定速度。如果安装雪地

用轮胎，所有四个车轮上都必需使用相同尺

寸、品牌、结构和胎面花纹的轮胎。

为了增大冰面上的牵引力，可使用带防滑钉的

轮胎。然而，某些州和省份禁止使用此种轮

胎。因此，在安装带防滑钉的轮胎前，应先了

解地方、省份和州的法律法规。在潮湿或干燥

路面上，防滑钉轮胎的滑动及牵引能力都比非

防滑钉雪地用轮胎差。

四轮驱动 (4WD) 车型

注意:

. 务必在四个车轮上使用相同类型、尺寸、

品牌、结构 (斜交、斜交带束或子午线轮

胎) 以及花纹的轮胎。否则可能造成前后

桥轮胎的周长不同，这会导致轮胎过度磨

损和损坏变速器、分动箱和差速器齿轮。

. 请只使用为 4WD 车型指定的备用轮胎。

如果发现轮胎过度磨损，建议用相同尺寸、品

牌、结构和花纹的轮胎更换全部四个轮胎。同

时应检查轮胎压力和车轮定位，并根据需要予

以修正。请与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联

系。

轮胎防滑链

有些地方禁止使用轮胎防滑链。在安装轮胎防

滑链之前应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当安装轮胎

防滑链时，确认其尺寸适合车辆轮胎大小，并

根据防滑链制造商的说明进行安装。

轮胎防滑链制造商会建议使用防滑链张紧器以

确保安装牢固。轮胎防滑链的松动端链环必须

加以固定或拆掉，以防止行车时由于该部分的

抽打而引起的挡泥板或车身底部的损坏。当使

用轮胎防滑链时，尽量避免车辆满载。另外，
要减速行驶。否则，会损坏车辆或对车辆的操

控及性能产生不良的影响。

轮胎防滑链只能装在后轮上，不能装在前轮

上。

切勿在 T 型备用轮胎 (仅限临时使用) 上安装

轮胎防滑链。

请勿在没有积雪的公路上用轮胎防滑链行驶。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防滑链行驶会由于过应力而

损坏车辆的许多装置。

轮胎换位

SDI1662

INFINITI 英菲尼迪推荐您应每 5,000 km

(3,000 英里) 对轮胎进行一次换位。然而，轮

胎换位的时间根据您个人的驾驶习惯和路面状

况不同而变化。(有关轮胎更换，请参见 “漏

气轮胎” (6-2 页)。)

警告:

. 轮胎换位后，请调整轮胎压力。

. 在车辆行驶 1,000 km (600 英里) 后，请重

新拧紧车轮螺母 (轮胎漏气等情况下也需执

行此操作)。

. 轮胎换位不包括 T 型备用轮胎。

. 轮胎的不正确选择、安装、保养或维护会

影响车辆的安全性，从而导致事故或伤

害。如有疑问，请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

经销店或轮胎制造商。

轮胎磨损和损坏

SDI1663

①: 磨损指示器

②: 磨损指示器位置标记

应定期检查轮胎有无磨损、裂纹、凸起或花纹

间有无异物。如发现有过度磨损、开裂、凸起

或深度割痕，需要立即更换轮胎。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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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车胎内嵌有胎面磨损标志。看见轮胎磨损标

志时，应更换轮胎。

备用轮胎保养不当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如

需要维修备用轮胎，请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

迪经销店。

轮胎的寿命

切勿使用六年以上的轮胎，无论以前是否用

过。

轮胎会随着时间以及车辆的使用老化。请到轮

胎维修店或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来检查

并测试您车辆的轮胎平衡。

更换轮胎和车轮

警告:

请勿安装变形的车轮或轮胎，即使已经维修

过。这样的车轮或轮胎会产生结构性损伤，并

在无征兆的情况下失灵。

当更换轮胎时，请使用和原装轮胎相同尺寸、

额定速度和承载能力的轮胎。(有关推荐的轮

胎和轮辋的类型和尺寸，请参见“轮胎和车

轮” (9-8 页)。)请勿使用非推荐的轮胎或混

合使用不同品牌、不同结构 (斜交、斜交带

束、子午线) 或不同胎面花纹的轮胎，这会对

车辆的行驶、制动、操纵、离地间隙、车身到

轮胎的间隙、防滑链间隙、胎压监测系统

(TPMS)、车速表校正、前大灯对光以及保险杠

高度产生不良的影响。此类影响可能会导致交

通事故和严重的人身伤害。

无论何种原因需要更换轮胎时，务必更换相同

偏移量的车轮。车轮的偏移量不同时，会导致

车轮的过早磨损，降低车辆的操纵性能和/或
对制动盘、制动鼓造成干扰。这种干扰会降低

制动效率和/或使制动衬块/制动蹄过早磨损。

对 TPMS 进行以下确认。

警告:

. 当安装备用轮胎或更换车轮时，TPMS 不起

作用，而且轮胎压力低警告灯闪烁约 1 分

钟。警告灯将在 1 分钟后持续点亮。尽快

联系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更换轮胎

和/或重置系统。

. 如果更换了非 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

最初指定的轮胎，会影响 TPMS 的正常工

作。

车轮平衡

车轮不平衡会影响车辆的操纵和轮胎的寿命。

即使是正常使用，车轮也可能会失去平衡。因

此，应按要求对它们进行平衡测试。

项目 极限值

允许不平
衡量

动态
(法兰处)

小于 5 g (0.17 oz)
(单侧)

静态
(法兰处)

小于 10 g (0.35
oz)

备用轮胎

临时使用 (T 型) 备用轮胎

如果必须使用 T 型备用轮胎，请遵守下列注意

事项，否则可能损坏车辆或导致事故的发生。

注意:

. T型轮胎仅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应尽快使

用标准轮胎进行更换。

. 在安装了 T 型备用轮胎的情况下，要小心

驾驶。

. 驾驶时避免急转弯和突然制动。

. 定期检查 T 型备用轮胎压力，并始终将压

力保持在 420 kPa (4.2 bar, 60 psi)。

. 请勿以超过 80 km/h (50 MPH) 的车速驾驶车

辆。

. 请勿在 T 型备用轮胎上使用防滑链。轮胎

防滑链无法正确安装在 T 型备用轮胎上，
且可能会导致车辆损坏。

. T型备用轮胎的胎面花纹比原装轮胎的磨损

速度快。一旦出现胎面磨损标志，请立即

更换 T 型备用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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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T 型备用轮胎比原装轮胎小，因此车

辆的离地间隙减小。为避免损坏车辆，请

勿驾驶车辆穿过障碍物。请勿驾驶车辆通

过自动洗车装置，因为可能会导致车辆被

卡住。

. 请勿将此备用轮胎用在其他车辆上。

. 一次只能使用一个 T 型备用轮胎。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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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容量为近似容量。实际的添加量会略有不同。添加时，请按照“8.保养和自己动手”章节中说明的步骤来确定合适的添加量。

发动机类型

近似容量

推荐的燃油和润滑剂
公制度量 英制度量

燃油 90 L 19-3/4 gal 请参见“燃油信息” (9-4 页)。

发动机机油 (*1)

正品 NISSAN 发动机机油 (*2)

API 等级 SL、SM 或 SN(*2)

ILSAC 等级 GF-3、GF-4 或 GF-5(*2)

包含机油滤清器
VK50VE 6.1 L 5-3/8 qt

VQ37VHR 4.9 L 4-3/8 qt

不包含机油滤清器
VK50VE 5.8 L 5-1/8 qt

VQ37VHR 4.6 L 4 qt

冷却系统

正品 NISSAN 发动机冷却液或同等质量的产品 (*3)

包括储液罐

VK50VE 11.0 L 9-5/8 qt

VQ37VHR 9.5 L 8-3/8 qt

储液罐 0.8 L 3/4 qt

自动变速箱油 (ATF) — — 正品 NISSAN Matic S ATF (*4)

分动器液 — — 正品 NISSAN Matic J ATF (*5)

动力转向液 根据“8.保养和自己动手”章节中的说明将转

向液添加到合适的液位。

正品 NISSAN PSF 或同等级产品 (*6)

制动液 正品 NISSAN 制动液或同等级产品 DOT3

差速器齿轮油 — —

前差速器齿轮:
正品 NISSAN 差速器油双曲面齿轮超级 GL-5 80W-90 或 API GL-5 (*2)
后差速器齿轮:
正品 NISSAN 差速器油双曲面齿轮超级-S GL-5 合成 75W-90 或同等级产

品 (*7)

多用途润滑脂 — — NLGI No. 2 (锂皂基)

空调系统制冷剂 — — HFC-134a (R-134a)

空调系统润滑剂 — — NISSAN 空调系统油 S 型或同等级产品

*1: 上述所列出的大约容量是为了在发动机更换机油时重新添油所需。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更换发动机机油和机油滤清器” (8-9 页)。

*2: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推荐的 SAE 粘度值” (9-4 页)。

*3: 使用正品 NISSAN 发动机冷却液或同等级的产品，以防止因使用非正品的发动机冷却液而可能引起的发动机冷却系统内铝材料的腐蚀。注意:如果使用了非正品的

发动机冷却液，发动机冷却系统内因此而出现的所有故障都将不属于保修范围，即使这些故障是在保修期内发生的。

*4: 使用正品 NISSAN Matic S ATF 之外的其他自动变速箱油，会影响驾驶性能和自动变速箱的耐久性，并可能会损坏自动变速箱，这不在保修范围内。

*5: 使用正品 NISSAN Matic J ATF 之外的分动器油，会影响驾驶性能和分动器耐久性，并可能会损坏分动器，这不在保修范围内。

推荐的燃油/润滑剂和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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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也可使用 DEXRONTM VI 类型的 ATF。

*7: 请到 INFINITI 英菲尼迪经销店购买合成机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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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信息

注意:

请勿使用含铅汽油。使用含铅汽油会损坏三元

催化器。

使用符合京 V 标准 (至少 95 号)、国 III 或 IV
标准 (至少 97 号) 的无铅优质汽油。

如果不使用无铅优质汽油，可以暂时使用符合

京 V 标准 (至少 92 号) (或国 III 或 IV 标准，
至少 93 号) 的无铅普通汽油，但应注意以下注

意事项。

. 仅对燃油箱加注部分无铅普通汽油，并尽

快加注无铅优质汽油。

. 避免节气门全开驾驶和突然加速。

使用无铅优质汽油可使车辆性能最大化。

推荐的 SAE 粘度值

发动机机油

STI0589

优先考虑使用 5W-30。

如果无法获得 5W-30，请从表中选择适合车外

温度范围的粘度值。

差速器齿轮油

STI0576

前差速器齿轮优先考虑使用 80W-90。

空调系统制冷剂和润滑油

您车辆的空调系统必须使用 HFC-134a (R134a)
型号的制冷剂和 NISSAN S 型空调系统机油或同

等级润滑油。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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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使用其他类型的制冷剂或润滑油会导致严重损

坏，且您可能需要更换车辆的整个空调系统。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禁止将制冷剂排放到大气

中。您车辆的 HFC-134a (R-134a) 制冷剂对地

球的臭氧层不会造成损害。但是，它会对全球

气候变暖产生一点影响。INFINITI 英菲尼迪汽

车公司建议对制冷剂进行恰当地回收和再利

用。维修空调系统时请与 INFINITI 英菲尼迪

经销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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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型号 VK50VE VQ37VHR

类型 汽油，4 冲程，DOHC 汽油，4 冲程，DOHC

气缸排列 V 型 8 缸，倾斜角为 908 V 型 6 缸，倾斜角为 608

缸径6冲程 mm (in)
95.5 6 87.7
(3.760 6 3.453)

95.5 6 86.0
(3.760 6 3.385)

排气量 cm3 (cu in) 5,026 (306.69) 3,696 (225.54)

“N”(空档) 位置时的怠速 rpm 650±50 650±50

“N”(空档) 档时的点火正时 (B.T.D.C.) 178±2 108±2

火花塞 带有催化剂 标准 FXE22HR-11 FXE24HR-11

火花塞间隙 mm (in) 1.1 (0.043) 1.1 (0.043)

凸轮轴操作 正时链条 正时链条

发动机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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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型号 VK50VE VQ37 VHR

各车轴技术上可允许的最大质量

前 kg 1,275 1,200

后 kg 1,395 1,390

最大整备重量 kg 2,115 2,010

技术上可允许的最大装载质量 kg 2,600 2,505

排放水平 国 IV
京 V
国 IV

最大净功率 kW 287 241

最大额定功率 kW 317 258

最大净扭矩 Nm 500 363

燃油消耗量 (综合)* l/100km 13.0 11.7

最高车速 km/h 250 233

斜坡起步能力 (单人车辆) % 超过 30 超过 30

车轮定位 配备 18 寸轮胎的车型 配备 21 寸轮胎的车型

前束 (前/后) 前束 2 mm±2 mm/前束 3.2 mm±3.2 mm 前束 2 mm±2 mm/前束 3.1 mm±3.1 mm

外倾角 (前/后) −0820’±45’/−1810’±30’

主销内倾角 8840’±45’

主销后倾角 3840’±45’

*: 综合工况油耗值是在模拟日常使用状态下依据国家标准测定的数值，实际使用过程中因道路，驾驶等条件不同，油耗会有差异。

技术资料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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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尺寸

常规 尺寸
265/60R18 110V
265/45R21 104W

备用 尺寸
T175/90R18 110M
T175/90D18 110M

车轮
(铝)

常规
尺寸

18 6 8J
21 6 9-1/2J

偏移量 mm (in) 50 (1.97)

备用

尺寸 18 6 4-1/2T

偏移量 mm (in) 30 (1.18) (*)
25 (0.98)

请参见车辆上的轮胎标牌了解推荐的冷态轮胎压力。

*: 钢

轮胎和车轮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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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kPa (kgf/cm2)

轮胎尺寸
压力

前/后

265/60R18 110V 230 (2.3) / 230 (2.3)

265/45R21 104W 230 (2.3) / 230 (2.3)

mm (in)

VK 发动机车型 VQ 发动机车型

总长 (带牌照支架) 4,862 (191.4) 4,862 (191.4)

总宽 1,928 (75.9) 1,928 (75.9)

总高
1,678 (66.1)

1,678 (66.1)*1
1,680 (66.1)*2

前轮距 1,635 (64.4) 1,635 (64.4)

后轮距 1,640 (64.6) 1,640 (64.6)

轴距 2,885 (113.6) 2,885 (113.6)

*1: 配备 265/60R18 轮胎的车型

*2: 配备 265/45R21 轮胎的车型

技术资料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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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技术资料

当计划去其他国家或地区旅行时，要首先了解

该国家或地区供应的燃油是否适合您的车辆。

使用低辛烷值的燃油会损坏发动机。因此，要

确认您所到的地方有适合您车辆的燃油。关于

推荐燃油的其他信息，请参见本章的前面部

分。

当您的车转入其他国家、州、省或地区注册

时，要同有关当局联系以确认您的车辆是否符

合当地法律规定。在某些情况下，车辆不能满

足当地法律规定，并且车辆需要改装才能满足

当地法律和规定。另外，在某些地区车辆可能

无法改装。

有关机动车辆排放控制和安全标准的法律和规

定，各国、州、省或地区都不同，因此，车辆

的规格也会不同。

当将车辆转入其他国家、州、省或地区时，车

辆的改装、运输、注册和可能产生的其他花

费，全部由车主自行负责。由此可能产生的不

便，INFINITI 英菲尼迪汽车公司不予负责。

车辆识别铭牌

JVT0253X

该铭牌固定在如图所示之处。

车辆识别代码 (VIN) 铭牌

STI0431

车辆识别号码铭牌固定在如图所示之处。

车辆识别号 (底盘号)

STI0492

该号码压印在如图所示之处。

发动机序列号

STI0584

VK50VE 发动机

在其他国家旅行或注册时 车辆识别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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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0628

发动机盖

STI0509

VQ37VHR 发动机

STI0548

发动机盖

该号码压印在发动机上如图所示之处。

轮胎标签

STI0494

冷态轮胎压力如固定在驾驶员侧中立柱上的轮

胎标牌所示。

空调规格标签

STI0495

空调规格标签粘贴在如图所示的发动机罩下

部。

INFINITI 英菲尼迪车辆防盗锁止系统

STI0607

技术资料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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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钥匙系统

STI0608

胎压监测系统 (TPMS)

JVT0210X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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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索引
座椅

座椅 ............................................. 1-2
驾驶员侧记忆 ...............................3-20
ISOFIX 儿童保护装置 .....................1-12

前排座椅，前排座椅调整 ..................... 1-2
座椅调整，前排座椅 ........................... 1-2
大腿延伸 ........................................... 1-4
后排座椅 ........................................... 1-4
头枕 ................................................. 1-5
扶手 ................................................. 1-6
安全带

儿童安全 ....................................... 1-8
安全带 .......................................... 1-7
安全带使用的注意事项 .................... 1-7
安全带清洁 ................................... 7-4
安全带的保养 ...............................1-10
安全带警告灯 ...............................2-12
安全带预张紧系统 .........................1-29
孕妇 ............................................. 1-9
伤残人士 ....................................... 1-9
使用三点式安全带安装儿童保护装置 ....1-
14
肩部安全带高度调整 ......................1-10

注意事项
保养 ............................................. 8-3
安全带使用 ................................... 1-7
安全驾驶 ....................................... 5-4
巡航控制 ......................................5-16
巡航控制操作 ...............................5-12
公路或越野驾驶 ............................. 5-4
起动与驾驶时 ................................ 5-3
音响操作 ......................................4-29

儿童安全 ........................................... 1-8
安全，儿童安全带 .............................. 1-8
安全带上的 CENTER (中间) 标记 ............ 1-9
肩部安全带高度调整 ..........................1-10

保养
常规保养 ................................ 8-2, 8-2
保养注意事项 ................................ 8-3
保养要求 ....................................... 8-2
安全带的保养 ...............................1-10
蓄电池 ..................................8-3, 8-17

儿童保护装置 ...................................1-11
ISOFIX 儿童保护装置 .........................1-12
使用 ISOFIX 安装儿童保护装置 ............1-13
使用三点式安全带安装儿童保护装置 .....1-14
辅助保护系统 (SRS) ...........................1-19
安全气囊系统 ...................................1-23

帘式侧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 .............1-26
侧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 ...................1-26
正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 (带智能安全气囊系
统) .............................................1-24

辅助安全气囊系统 .............................1-23
正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 .......................1-24
辅助正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 .................1-24
侧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 .......................1-26
辅助侧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 .................1-26
帘式侧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 .................1-26
辅助帘式侧面防撞安全气囊系统 ...........1-26
安全带预张紧系统 .............................1-29
驾驶区 .............................................. 2-3
仪表板 .............................................. 2-4
计量器 .............................................. 2-5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表 ....................... 2-6
燃油表 .......................................... 2-6
行程电脑 ......................................2-17
里程表 .......................................... 2-5
车速表 .......................................... 2-5
转速表 .......................................... 2-6

仪表和计量器 .................................... 2-5
仪表亮度控制 ................................ 2-7

里程表 .............................................. 2-5
车速表 .............................................. 2-5
转速表 .............................................. 2-6
发动机

如果车辆过热 ................................ 6-7
发动机冷却系统 ............................. 8-7
发动机冷起动阶段 .......................... 5-7
发动机机油 ................................... 8-8
发动机序列号 ...............................9-10
发动机缸体加热器 .........................5-35
发动机舱和行李箱 .........................8-20
发动机舱的检查位置 ....................... 8-5
发动机规格 ................................... 9-6
发动机起动前 ................................ 5-3
发动机起动运转指示灯 ...................2-16
冷却液温度表 ................................ 2-6
更换发动机冷却液 .......................... 8-8
检查发动机冷却液液位 .................... 8-8
检查发动机机油油位 ....................... 8-8
磨合期 .......................................... 5-3
起动发动机 ................................... 5-9
VK50VE 发动机 ............................... 8-5
VQ37VHR 发动机 .............................. 8-7

温度表，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表 ............... 2-6
燃油

油耗信息 (显示) ............................ 4-6
燃油信息 ....................................... 9-4
燃油辛烷值 ................................... 9-4
计量器 .......................................... 2-6

亮度控制，仪表板 .............................. 2-7
仪表亮度控制 .................................... 2-7
警告

点阵式液晶显示屏 .........................2-14
警告/指示灯和提醒蜂鸣器 ................ 2-8
车灯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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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压监测系统 (TPMS) ............... 5-5, 6-2
灯泡检查/仪表板 ................................ 2-9
车灯

前大灯开关 ..................................2-20
更换 .....................................8-2, 8-22
更换前大灯灯泡 ............................8-22
更换灯泡 ...............................8-2, 8-22
氙气前大灯 ..................................2-20
指示灯 .........................................2-12
地图灯 .........................................2-34
化妆镜灯 ......................................2-35
警告/指示灯和提醒蜂鸣器 ................ 2-9
货物灯 .........................................2-35
雾灯开关 ......................................2-22
车内灯 .........................................2-34
车内灯控制开关 ............................2-35

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警告灯 ............... 2-9
警告灯

4WD 警告灯 ...................................5-13
制动警告灯 ................................... 2-9
安全带警告灯 ...............................2-12
智能钥匙系统警告灯 ......................2-10
后主动转向警告灯 .........................2-12
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警告灯 ........... 2-9
轮胎压力低警告灯 .........................2-11

制动
制动液 .........................................8-12
制动辅助 ......................................5-32
警告灯 .......................................... 2-9
驻车制动器 ..................................3-20

智能钥匙系统 .................................... 3-5
智能钥匙系统警告灯 ......................2-10
警告信号 ....................................... 3-8
钥匙操作范围 ................................ 3-6

轮胎压力低警告灯 .............................2-11
轮胎

漏气轮胎 ....................................... 6-2

压力，轮胎压力低警告灯 ................2-11
轮胎更换指示灯 ............................2-17
轮胎换位 ...............................8-2, 8-28
轮胎压力低警告系统 ....................... 5-5
轮胎的类型 ..................................8-27
轮胎防滑链 ..................................8-28
胎压监测系统 (TPMS) ............... 5-5, 6-2

主警告灯 ..........................................2-11
后主动转向警告灯 .............................2-12
指示灯

点阵式液晶显示屏 .........................2-14
车灯 ............................................2-12

故障指示灯 (MIL) ..............................2-13
小灯指示灯 ......................................2-13
提醒蜂鸣器 ......................................2-13
蜂鸣器、提醒蜂鸣器 ..........................2-13
点阵式液晶显示屏 .............................2-14
操作、操作指示灯 .............................2-15
转向

倾斜方向盘 ..................................3-18
动力转向液 ..................................8-13
后轮主动转向系统 .........................5-31
转向锁 .......................................... 5-8
转向锁释放故障指示灯 ...................2-16

智能钥匙插入指示灯 ..........................2-16
智能钥匙拔出指示灯 ..........................2-16
未检测到钥匙警告 .............................2-16
智能钥匙电池电量耗尽指示灯 ..............2-16
驻车

制动磨合 ......................................5-32
请解除驻车制动警告 ......................2-16
驻车制动器 ..................................5-35

燃油不足警告 ...................................2-16
清洗液液位低警告 .............................2-16
“Time to rest”指示灯 .....................2-17
“Timer”指示灯 ...............................2-17
车外温度低警告 ................................2-17

机油
发动机机油 ................................... 8-8
检查发动机机油油位 ....................... 8-8
机油滤清器更换指示灯 ...................2-17

仪表、行程电脑 ................................2-17
行程电脑 ..........................................2-17
行驶时间 ..........................................2-19
行程表 .............................................2-19
前大灯

对光控制 ......................................2-21
对光控制
(请参见自适应前大灯系统 (AFS)) .....2-21
前大灯开关 ..................................2-20
更换灯泡 ......................................8-22
氙气前大灯 ..................................2-20

氙气前大灯 ......................................2-20
开关

前大灯对光控制 ............................2-21
前大灯开关 ..................................2-20
电动车门锁开关 ............................. 3-4
雾灯开关 ......................................2-22
转向信号灯开关 ............................2-22

对光控制
前大灯 .........................................2-21
自适应前大灯系统 (AFS) .................2-21

蓄电池 ......................................8-3, 8-17
蓄电池节电系统 ...........2-21, 2-34, 2-35

自适应前大灯系统 (AFS) .....................2-21
转向信号灯开关 ................................2-22
雾灯开关 ..........................................2-22
前雾灯 .............................................2-22
清洗器开关、挡风玻璃雨刮器和清洗器开
关 ...................................................2-22
挡风玻璃雨刮器和清洗器开关 ..............2-22
雨刮器

挡风玻璃雨刮器和清洗器开关 ..........2-22
雨刮片 .........................................8-14

Condition: China/

www.inhauto.com点www.inhauto.com点阵www.inhauto.com阵式www.inhauto.com式液www.inhauto.com液晶显www.inhauto.com晶显示www.inhauto.com示屏www.inhauto.com屏 .............................2-14www.inhauto.com.............................2-14
操www.inhauto.com操作www.inhauto.com作、www.inhauto.com、操www.inhauto.com操作www.inhauto.com作指www.inhauto.com指示www.inhauto.com示灯www.inhauto.com灯 .............................2-15www.inhauto.com.............................2-15
转
www.inhauto.com
转向
www.inhauto.com

向



Black plate (275,1)

[ Edit: 2013/ 11/ 7 Model: S51-A ]

雨量感知自动雨刮器系统 ................2-23
雨量感知自动雨刮器系统 ....................2-23
除雾器开关 ......................................2-24
喇叭 ................................................2-24
电动

电动车窗 ......................................2-25
车窗

清洁 ...................................... 7-2, 7-4
电动车窗 ......................................2-25

天窗 ....................................... 2-26, 2-26
自动天窗 ......................................2-26

自动
座椅定位器 ..................................3-20
空调 ............................................4-26
驾驶座椅定位器 ............................3-20
自动变速箱 (AT) ............................ 5-8
自动变速箱油 (ATF) .......................8-13
自动天窗 ......................................2-26

时钟 ................................................2-27
电源

电源插座 ......................................2-27
手套箱 .............................................2-29
控制台盒 ..........................................2-29
太阳镜架 ..........................................2-29
卡片夹 .............................................2-30
杯架 ................................................2-30
衣帽钩 .............................................2-30
挂钩，衣帽钩 ...................................2-30
行李钩 .................................... 2-30, 2-30
货物盖 .............................................2-31
盖、货物盖 ......................................2-31
后置物板 (请参见货物盖) ...................2-31
货物 (请参见车辆装载信息) ................2-32
货物网 .............................................2-32
网，货物网 ......................................2-32
车顶、车顶架 ...................................2-32
迎宾灯 .............................................2-34

车内灯 .............................................2-34
地图灯 .............................................2-34
后阅读灯 ..........................................2-34
车内灯控制开关 ................................2-35
化妆镜灯 ..........................................2-35
货物灯 .............................................2-35
钥匙 ................................................. 3-2

智能钥匙系统 ................................ 3-5
智能钥匙 ........................................... 3-2
机械钥匙 (智能钥匙系统) .................... 3-2
车门锁 .............................................. 3-3
锁止

后背门锁 ......................................3-14
车速感知门锁机构 .......................... 3-4

车辆
尺寸 ............................................. 9-9
识别号 (VIN) ................................9-10
速度感知门锁机构 .......................... 3-4

儿童安全后车门锁 .............................. 3-4
使用遥控车门开关系统 .......................3-10
紧急报警 ..........................................3-11
安全系统 ..........................................3-12
防盗报警系统 ...................................3-12
发动机罩解锁 ...................................3-13
关闭发动机罩 ...................................3-13
后背门 .............................................3-14
自动关闭 ..........................................3-17
后背门释放杆 ...................................3-17
倾斜方向盘 ......................................3-18
上车/下车功能，自动驾驶座椅定位器 .......3-
18
后视镜，化妆镜 ................................3-20
化妆镜 .............................................3-20
驾驶座椅定位器 ................................3-20
座椅同步功能 ...................................3-21
记忆存储，自动驾驶座椅定位器 ...........3-21
中央多功能控制面板 ........................... 4-3

控制键
控制面板按钮 ................................ 4-3
INFINITI 英菲尼迪控制键 ................ 4-3

控制键，中央多功能控制面板 ............... 4-3
触摸屏 .............................................. 4-4
STATUS (状态) 按钮 ............................ 4-5
INFO (信息) 按钮 ............................... 4-5
SETTING (设置) 按钮 ........................... 4-7
全景监视器 .....................................4-12
驻车引导 ..........................................4-22
出风口 .............................................4-24
空调

空调操作 ......................................4-25
空调检修 ......................................4-28
空调系统制冷剂和润滑剂建议 ..........4-28
空调规格标签 ...............................9-11

加热器
发动机缸体加热器 .........................5-35
加热器和空调操作 .........................4-25

空调检修 ..........................................4-28
音响系统 ..........................................4-29
音响操作注意事项 .............................4-29
收音机 .................................... 4-29, 4-52
天线 ................................................4-36
带 CD 播放器的 FM-AM 收音机 ..............4-36
数码多功能光盘 (DVD) 播放器操作 ........4-39
USB 存储器操作 .................................4-41
Bluetooth® 音响播放器操作 ...............4-44
音乐盒 ............................................4-47
CD/CF/USB 存储装置的保养和清洁 .........4-52
SOURCE (音源) 选择开关 .....................4-52
BACK 开关 ........................................4-53
辅助输入插孔 ..................................4-53
移动娱乐系统 (MES) ...........................4-54
遥控器 (DVD) ....................................4-59
Bluetooth® 免提电话系统 ...................4-60
INFINITI 英菲尼迪声音识别系统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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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声音识别、多指令切换模式 .................4-71
语音指令 (INFINITI 声音识别系统) ......4-73
磨合期 .............................................. 5-3
新车磨合 ........................................... 5-3
驾驶

寒冷天气驾驶 ...............................5-34
安全注意事项 ................................ 5-4
冬季驾驶 ....................................... 5-7
公路或越野驾驶 ............................. 5-4
使用自动变速箱 (AT) 驾驶 ..............5-10
潮湿环境下驾驶 ............................. 5-7
驾驶车辆 ......................................5-10
起动与驾驶时的注意事项 ................. 5-3

起动
推车起动 ....................................... 6-7
起动与驾驶时的注意事项 ................. 5-3
跨接起动 ....................................... 6-5

废气 (一氧化碳) ................................ 5-3
催化转换器、三元催化器 ..................... 5-4
三元催化器 ....................................... 5-4
轮胎压力低警告系统
(请参见轮胎压力监控系统 (TPMS)) ........ 5-5
TPMS，胎压监测系统 ........................... 5-5
小心驾驶 ........................................... 5-7
点火开关 (按钮式) ............................. 5-7
按钮式点火开关 ................................. 5-7
换档杆

换档锁止解除 ...............................5-12
换档锁止解除

变速箱 .........................................5-12
变速箱，变速箱换档杆锁止释放 ...........5-12
SNOW (雪地) 模式 ..............................5-14
连续阻尼控制 ...................................5-14
SPORT (运动) 模式 .............................5-14
车辆动态控制 (VDC) 系统 ....................5-15
车辆动态控制 (VDC) OFF 开关 ..............5-15
巡航控制 ..........................................5-16

定速巡航控制 (ICC 系统) ................5-27
巡航控制操作 ...................................5-16
智能巡航控制 (ICC) 系统 (类型 B) .......5-17
牵引拖车 ..........................................5-30
后轮主动转向系统 .............................5-31
车轮，后轮主动转向系统 ....................5-31
制动器

制动注意事项 ...............................5-31
制动助力器 ..................................8-12
制动器 .........................................8-11
制动系统 ......................................5-31
检查脚制动器 ...............................8-11
检查驻车制动器 ............................8-11
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5-33
驻车制动器 ..................................5-35

ABS (防抱死制动系统) ........................5-33
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5-33
寒冷天气驾驶 ...................................5-34
发动机冷却液 ...................................5-35
危险指示闪光灯开关 ........................... 6-2
漏气轮胎 ........................................... 6-2
TPMS，轮胎压力警告系统 ..................... 6-2
跨接起动 ........................................... 6-5
推车起动 ........................................... 6-7
过热，如果车辆过热 ........................... 6-7
牵引，拖车牵引 ................................. 6-8
外观保养

外观保养 ....................................... 7-2
内饰保养 ....................................... 7-3

清洁车外和车内 .......................... 7-2, 7-3
清洗 ................................................. 7-2
打蜡 ................................................. 7-2
车身底部清洁 .................................... 7-2
车轮和轮胎

清洁铝合金车轮 ............................. 7-3
车轮保养 ....................................... 7-2

镀铬部件 ........................................... 7-3

地板垫清洁 ....................................... 7-3
防腐蚀 .............................................. 7-4
影响腐蚀速率的环境因素 ..................... 7-4
常规保养 .................................... 8-2, 8-2
常规保养项目的说明 ........................... 8-2
更换灯泡 ...................................8-2, 8-22
油液

制动液 .........................................8-12
发动机冷却液 ................................ 8-7
发动机机油 ................................... 8-8
动力转向液 ..................................8-13
车窗清洗液 ...........................8-3, 8-16

车窗清洗液 ...............................8-3, 8-16
冷却液

更换发动机冷却液 .......................... 8-8
检查发动机冷却液液位 .................... 8-8

更换
更换发动机机油和机油滤清器 ........... 8-9
更换轮胎和车轮 ............................8-29

驱动皮带 ..........................................8-10
火花塞 .............................................8-11
动力

动力转向液 ..................................8-13
电池

可变电压控制系统 .........................8-19
更换遥控钥匙电池 .........................8-18
电池更换，智能钥匙 ......................8-18

可变电压控制系统 .............................8-19
保险丝 .............................................8-19
断路器、易熔线 ................................8-20
易熔线 .............................................8-20
长期停放保险丝开关 ..........................8-21
车外灯 .............................................8-22
轮胎和车轮 ...............................8-27, 9-8
车轮

轮胎和车轮 ...........................8-27, 9-8
四轮驱动 (4WD) 车型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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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轮胎 ..........................................8-29
推荐的燃油/润滑剂和容量 .................... 9-2
技术特性 ........................................... 9-7
胎压 ................................................. 9-9
尺寸 ................................................. 9-9
标签

发动机序列号 ...............................9-10
空调规格标签 ...............................9-11
车辆识别号 (VIN)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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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信息

注意:

请勿使用含铅汽油。使用含铅汽油会损坏三元

催化器。

使用符合京 V 标准 (至少 95 号)、国 III 或 IV
标准 (至少 97 号) 的无铅优质汽油。

如果不使用无铅优质汽油，可以暂时使用符合

京 V 标准 (至少 92 号) (或国 III 或 IV 标准，
至少 93 号) 的无铅普通汽油，但应注意以下注

意事项。

. 仅对燃油箱加注部分无铅普通汽油，并尽

快加注无铅优质汽油。

. 避免节气门全开驾驶和突然加速。

使用无铅优质汽油可使车辆性能最大化。

推荐的发动机机油

请参见“推荐的燃油/润滑剂和容量” (9-2
页)。

正品 NISSAN 发动机机油或符合下列等级的同

等级产品:

API 等级 SJ、SM 或 SN

ILSAC 等级 GF-3、GF-4 或 GF-5

冷胎压力

请参见固定在驾驶员侧中柱上的轮胎标牌。

. 紧急情况 ...6-1

(轮胎漏气、发动机无法起动、过热、拖

车)

. 如何起动发动机 ...5-1

. 如何读取仪表和

计量器 ...2-1

. 保养和自己动手 ...8-1

. 技术资料 ...9-1

加油站资料 快速参考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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