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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手册
感谢您选择福特汽车。我们建议您花一些时间
仔细阅读车主手册以了解您的爱车。您对车辆
了解得越多，就越能享受到驾驶该车辆的安全
性和趣味性。

警告
驾驶车辆时分心，可能导致车辆失控、
车祸和人员伤害。我们强烈建议您在使
用任何会分散您对道路交通注意力的设

备或功能时，一定要非常小心。确保车辆的驾
驶安全是您最主要的责任。我们建议您在驾驶
时不要使用任何手持设备，希望您尽可能使用
语音控制系统。请确保您了解有关驾车时使用
电子设备的所有法律法规。

注意: 本手册包含所有该车系的标准配置和选
择配置的相关信息，在某些情况下，某些配置
信息会提前出现在本手册内。其中可能会描述
您所购车辆并未配备的选件。
注意: 手册中的某些图片可能是其他车型的，
因此可能和您的车辆有些许不同。
注意: 使用和操作车辆时，请严格遵守当地所
有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注意:出售车辆时请将车主手册转交给新车主。
这是车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本手册采用了左侧或右侧来表述部件位置。以
坐在座椅上面向车前方时来判定左右侧。

E154903

右侧。A
左侧。B

符号信息
您的车上可能存在其中一些标志符号。

安全警告

参见车主手册

E162384

空调系统

防抱死制动系统

严禁烟火

蓄电池

蓄电池电解液

制动液-非石油型

制动系统

乘员舱空气过滤器

检查油箱盖

儿童安全门锁止或解锁

儿童座椅下固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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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座椅系带固定器

E71340

定速巡航控制

高温时请勿开启

发动机空气滤清器

发动机冷却液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

发动机机油

爆炸性气体

风扇警告

系紧安全带

前安全气囊

前雾灯

燃油泵复位

保险丝盒

危险警告灯

加热后车窗

加热式挡风玻璃

行李箱内部开启

千斤顶

E161353

避免儿童接触

照明控制

低胎压警告

保持正确的液位

注意操作说明

紧急报警

E139213

驻车辅助

驻车制动

助力转向液

前/后电动车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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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窗锁定

发动机故障

侧面安全气囊

E167012

佩戴护眼装置

E138639

稳定性控制

挡风玻璃清洗

更换零件建议
您的车辆是采用高质量的零件，按照最严格的
标准生产而成。我们建议您在任何维修和保养
的时候都坚持使用Ford和Motorcraft正品零
件。您可以通过零件本身或包装上的Ford、
FoMoCo或Motorcraft品牌商标清楚地辨别正
品零件。

定期保养和机械维修
提高车辆的使用寿命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
满足车主手册中要求的规格的零件，并根据我
们的推荐进行保养。正品Ford和Motorcraft
零件都能满足或超出这个规格要求。

碰撞维修
我们希望您的车辆永远不会经历碰撞，如果确
实不幸发生。福特正品碰撞替换件，其安装、
抛光、结构的完整性、抗腐蚀性和耐冲击性均
符合严格的要求。在车型开发阶段，我们将这
些零件纳入整个系统，进行过安全水平的验证。
使用福特正品碰撞替换件是确保您得到应有的
安全保护的最佳选择。

替换件的保修
正品Ford和Motorcraft替换件是唯一可以获得
福特保修的替换件。因为非福特零件失效引起
的损坏，不在保修范围内。更多详细信息，请
参考福特保修条款。

移动通讯设备
移动通信设备在商务领域和日常生活中变得越
来越重要。然而，您一定不希望在使用设备
时，存在对您自身或他人的安全顾虑。恰当的
使用移动通信可以提高个人安全保护，特别是
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移动通信设备可以为我们
带来很多好处，但首要前提是必须确保使用安
全。移动通信设备包含但不仅限于手机、寻呼
机、便携式邮件设备、短信设备和便携式对讲
机。

警告
驾驶车辆时分心，可能导致车辆失控、
车祸和人员伤害。我们强烈建议您在使
用任何会分散您对道路交通注意力的设

备或功能时，一定要非常小心。确保车辆的驾
驶安全是您最主要的责任。我们建议您在驾驶
车辆时不要使用任何手持式设备，您应尽可能
使用语音控制系统。请确保您了解有关驾车时
使用电子设备的所有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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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部外观概览

E177478

参见锁定和解锁 (页码 38)。A
参见驾驶辅助 (页码 113)。B
参见更换刮水器刮片 (页码 139)。C
参见保养 (页码 131)。D
参见更换灯泡 (页码 139)。E
轮胎压力。 参见技术规格 (页码 161)。F
参见更换车轮 (页码 15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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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内部概览

E177481

参见变速器 (页码98)。A
参见电动车窗 (页码 54)。B
参见锁定和解锁 (页码 38)。C
参见头枕 (页码83)。D
参见扣紧座椅安全带 (页码 19)。E
参见后排座椅 (页码86)。F
参见座椅 (页码83)。G
参见打开和关闭发动机舱盖 (页码 13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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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板概览

E177480

通风口。 参见车内气候控制操作技巧 (页码 79)。A
转向指示灯。 参见转向指示灯 (页码 52)。B
组合仪表和信息显示屏。 参见组合仪表 (页码 57)。 参见信息显示 (页码61)。C
雨刷控制开关。 参见雨刷和洗涤器 (页码47)。D
信息和娱乐显示屏。 参见MyFord Touch™ (页码 177)。E
音响系统。 参见音响系统 (页码 172)。F
转向。 参见驾驶控制 (页码 115)。G
温度控制。 参见气候控制 (页码 77)。H
温度控制座椅。 参见空调座椅 (页码87)。I
危险警告灯开关。 参见危险警示灯 (页码 120)。J
启停按钮。 参见免钥匙起动 (页码90)。K
音响控制。 参见音响控制 (页码45)。L
方向盘调整。 参见调整方向盘 (页码45)。M
喇叭。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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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航控制。 参见巡航控制 (页码 112)。O
信息显示屏控制。 参见信息显示器控制 (页码46)。P
行李舱开关。 参见内部行李厢释放 (页码41)。Q
照明控制。 参见灯光控制 (页码49)。R

后部外观概览

E177479

参见锁 (页码 38)。A
参见更换车轮 (页码 156)。B
参见轮胎保养 (页码 153)。C
参见燃油加注 (页码9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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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请参见以下章节，了解如何正确使用儿童安全
约束系统。

警告
始终确保使用适合儿童身高、年龄和体
重的设备对儿童加以保护。购车时，必
须单独购买儿童安全约束系统。未遵循

这些说明和准则可能会导致儿童出现严重伤亡
的风险升高。

儿童安全约束系统推荐

推荐的约束类型儿童体形、身高、体重或年龄儿童

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有时也称
为婴儿提篮、可转换式座椅或

幼儿座椅）。

体重为18 kg或更轻的儿童（年龄通常为4岁
或更小）。

婴幼儿

使用安全带定位的辅助座椅。体形过大或不再适合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儿童
（根据儿童约束系统制造商的建议，通常为身
高低于1.45m、年龄大于4岁且小于12岁、体
重在18 kg和36 kg之间但不超过45 kg的儿

童）。

儿童

使用车辆安全带，将胯带舒适
贴身地绕过髋部系好，肩带跨
过肩部和胸部的中央，并保持

椅背直立。

体形过大或不再适合使用安全带定位的辅助座
椅的儿童（根据儿童约束系统制造商的建议，
通常为身高至少为1.45m或体重大于36kg或

45 kg的儿童）。

体形较大的儿童

• 在美国和加拿大，法律要求您必须正确使
用婴幼儿安全座椅。

• 许多州和省规定，在8岁和身高达到1.45米
或体重达到36公斤前的儿童必须使用获得
批准的辅助座椅。请查询当地法律和州或
省法律中是否存在与儿童乘车安全相关的
具体规定。

• 如果可以，始终将年龄为12岁或更小的儿
童正确约束在车辆的后排座位。事故统计
表明，被正确约束在后座位置的儿童比坐
在前座位置的儿童更安全。 参见前乘客座
传感系统 (页码 24)。

安装儿童安全座椅
儿童座椅

E142594

婴儿、幼儿或体重为18公斤或以下的儿童（通
常在四岁以下）必须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有时
称为婴儿提篮、折叠式座椅或幼儿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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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胯/肩式安全带
警告

安全气囊可能导致儿童座椅上的儿童受
伤或死亡。切勿将后向式儿童安全座椅
放在主动式安全气囊的前部。如果必须

在前排座椅上使用前向式儿童安全座椅，需将
座椅尽可能往后移。

安全气囊可能导致儿童座椅上的儿童受
伤或死亡。 12岁以下的儿童必须尽可能
正确地约束在后排座椅上。
取决于固定儿童约束系统的位置和儿童
约束系统的设计，您可能会无法触及某
些安全带带扣总成和LATCH下固定器，

并可能会导致这些功能不稳定。为避免受伤风
险，乘员应仅使用可被正确约束的座位。

在使用胯/肩式安全带安装儿童安全座椅时：
• 使用与座位对应的正确安全带带扣。
• 将安全带锁舌插入正确的带扣内直到听见

咔哒一声并感觉到锁定。请确认锁舌已经
卡入到带扣内。

• 将带扣解锁按钮朝上放置并离开安全带，
同时锁舌位于儿童座椅和解锁按钮之间，
以防止意外解锁。

• 将车辆座椅调整至儿童座椅可以直立安装
的位置。

在使用胯/肩式安全带安装儿童座椅时，需执行
下列步骤：
注意:尽管图示儿童座椅为前向型儿童座椅，但
这些步骤同样适用于安装后向型儿童座椅。

E142528

1. 将儿童安全座椅放置在带胯/肩式安全带的
座椅内。

E142529

2. 向下拉动肩带，然后同时抓住肩带和胯带。

E142530

3. 在同时抓住肩带和胯带部位时，根据儿童
座椅制造商的说明将锁舌穿过儿童座椅。
确保安全带织带未被扭曲。

E14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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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安全带锁舌插入用于该座位的正确带扣
（最接近锁舌来源的方向）内，直到听见
咔哒一声并感觉到锁定。向上拉动锁舌，
确保其牢牢锁定。

5. 固定拉带（如果儿童座椅配备）。
福特建议您咨询NHTSA认证的儿童乘客安全
技术人员，以确保正确安装儿童防护装置。在
加拿大，您可以向当地的圣约翰救护站咨询认
证的乘客座椅技术人员。

使用儿童座椅下固定器(LATCH)
警告

严禁将两个儿童安全座椅安装在同一个
固定器上。在碰撞中，一个固定器无法
固定住两个儿童安全座椅并可能断裂，

从而造成重伤或死亡。
根据固定儿童约束系统的位置和儿童约
束系统的设计，您可能会无法触及某些
安全带带扣总成和LATCH下固定器，并

可能会导致这些功能不稳定。为避免受伤风
险，乘员应仅使用可被正确约束的座位。

后排座椅中部未设计成座位，因此未配
备安全带。LATCH固定器未设计用于位
于中部位置的儿童座椅，因此在中部没

有拉带固定器。将座椅中部视为座位会增加在
碰撞中受伤或死亡的风险。

LATCH系统包括三个车辆固定点：位于椅背和
坐垫交接处的两个下固定器和位于座位后方的
上拉带固定器。
LATCH兼容式儿童安全座椅具有两个刚性或织
带安装式固定点，可连接至车辆内带有LATCH
的座位处的两个下固定器。这种固定方式可免
于使用安全带来固定儿童座椅，但安全带仍然
可用于固定儿童座椅。对于前向型儿童座椅，
如果儿童座椅配备上拉带，那么上拉带必须同
样固定在正确的上拉带固定器上。

E174449

您的汽车在标有儿童座椅符号的位置处配备了
用于安装儿童座椅的LATCH下固定器。

E169083

LATCH固定器位于后排座椅的后部，在图示符
号的坐垫和椅背之间。请遵照儿童座椅制造商
的说明以正确使用LATCH固定器来安装儿童座
椅。请遵照使用拉带来固定儿童安全座椅的说
明。
仅能将儿童座椅LATCH下固定点固定至图示固
定器。

结合安全带和LATCH下固定器来固定儿童安全
座椅
在结合使用时，固定安全带或LATCH下固定器
的先后顺序不限，只要可以实现正确安装。最
后固定拉带（如果配备儿童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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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拉带
许多前向型儿童安全座椅具有从儿
童安全座椅后部延伸出的拉带，可
勾住称为上拉带固定器的固定点。

对于某些旧版安全座椅，拉带作为附件形式提
供。

可联系儿童座椅制造商垂询拉带订购信息，或
在安全座椅上的拉带无法够着车辆相应的上拉
带固定器时，可购买更长的拉带。
在使用安全带、LATCH系统下固定器或两者同
时安装儿童安全座椅后，您可以固定上拉带。
车辆内的拉带固定器位于下列位置（顶视图）：

E174399

执行下列步骤以使用拉带固定器安装儿童安全
座椅：
注意:如果您安装了带有刚性LATCH固定点的
儿童座椅，在儿童坐在其中时不要过度拉紧拉
带导致将儿童座椅拉离车辆座椅垫。保持拉带
紧贴即可，而不得拉起儿童座椅前部。保持儿
童座椅紧贴车辆座椅会在严重碰撞中提供最佳
保护。
1. 将拉带绕过椅背顶部。

E174400

2. 找到用于所选座位的正确固定器。
3. 打开拉带固定器盖。

E174401

4. 按照图示将拉带扣在固定器上。
5. 根据制造商说明拉紧儿童安全座椅拉带。

如果您的儿童约束系统配备拉带，同时儿
童约束系统制造商建议使用，那么福特同
样建议您使用。

如果安全座椅未正确固定，儿童在碰撞中受伤
的风险会大大增加。

儿童安全座椅

警告
严禁将肩带置于儿童手臂下方或背后，
或允许儿童如此放置肩带，因为这会降
低对上身的保护，并增加事故中出现严

重伤亡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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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形过大或不再适合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儿童
应使用安全带固定的辅助座椅（根据儿童约束
设备制造商的建议，通常为身高低于1.45米，
年龄大于四(4)岁但小于十二(12)岁，体重在18
公斤和36公斤之间但不超过45公斤的儿童）。
许多地方的法律规定儿童必须使用认证的辅助
座椅，除非儿童的年龄达到8岁，身高达到1.45
米或体重达到36公斤。
如果对所下述问题的回答为“是”，可直接在座
椅上乘坐，而无需使用辅助座椅。如果存在任
何否定答案，请还是使用辅助座椅。

E142595

• 儿童是否能够依靠在车辆椅背上坐好且膝
部在坐垫边缘舒适地弯曲？

• 儿童是否能够直立坐定？
• 胯带是否位于髋部下方？
• 肩带是否位于肩部和胸部的中央？
• 在整个行程中儿童是否能够保持此坐姿？
务必将辅助座椅与车辆的胯/肩式安全带配合使
用。

辅助座椅的类型

E68924

• 无椅背型辅助座椅
如果无椅背型辅助座椅装有可拆卸护罩，请先
拆下护罩。如果车辆座椅靠背过低或无头枕，
则无椅背型辅助座椅会导致儿童头部（在耳朵
顶部测量）位于座椅顶部上方。在此情况下，
将无椅背型辅助座椅移至另一个椅背更高或装
有头枕、胯/肩式安全带的座位上，或考虑使用
高椅背型辅助座椅。

E70710

• 高椅背型辅助座椅
使用无椅背型辅助座椅时，如果您无法找到一
个足以支撑儿童头部的座位，高椅背型辅助座
椅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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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座椅和辅助座椅的尺寸和形状各不相同。
选择的辅助座椅应可以将胯带舒适地保持在髋
部下方，严禁越过腹部，并允许您调整肩带以
使其越过胸部并舒适地置于肩部中央附近。下

图将完美适用的情况（中间）与肩带不舒适地
靠近颈部和肩带可能从肩部滑脱的情况进行了
对比。该图同样显示了如何使胯带舒适地越过
儿童的髋部下方。

E142596

E142597

如果安装在车辆座椅上的辅助座椅滑动，将作
用为搁板或衬垫的橡胶网置于辅助座椅下方可
能会改善这种状况。严禁在辅助座椅下方放置
比橡胶网更厚的物体。请查看辅助座椅制造商
的说明。

儿童座椅定位

警告
非常危险！严禁在前方配备安全气囊的
座椅上使用后向型儿童安全座椅。
当使用带支撑腿的儿童座椅时，请确保
支撑腿安全地固定在地板上。

警告
当使用配备儿童安全带的儿童座椅时，
确保安全带没有松弛或扭曲等其他异常
情况。
儿童座椅必须牢牢固定在车辆座椅上。
可能需要升起或拆下头枕。 参见头枕
(页码83)。

注意:在前排座椅上使用儿童座椅时，调节前排
乘客座椅到完全向后的位置。如果难以收紧松
弛的安全带部分，调节座椅背到完全直立的位
置并且升高座椅高度。 参见正确的坐姿 (页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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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群体分类

安装位置 3210+0

22 - 36 kg15 - 25 kg9 - 18 kg最大13 kg最大10 kg

UF¹UF¹UF¹XX前排乘客座安全气囊 开启

UUUUU后排座椅

X 不适合该类儿童群体。
U 对于适合该类儿童群体的安全座椅普遍适用。
UF¹对于适合该类儿童群体的安全座椅普遍适用。但推荐您在后排座位上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ISOFIX儿童座椅
后排外侧乘客座椅都配备有ISOFIX下固定点。所有后排乘客外侧座椅都配备有ISOFIX上拉带固
定点。 参见安装儿童安全座椅 (页码 12)。
前排乘客座椅没有配备ISOFIX上拉带固定点或下固定点。因此我们推荐您在后排座椅使用儿童安
全座椅。 参见儿童座椅定位 (页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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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

警告
驾驶过程中请保持椅背直立，且将安全
带舒适贴身地绕过臀部系好。
为降低受伤风险，请将儿童置于可以适
当约束的位置。
驾驶过程中，不允许乘员将儿童抱在膝
盖上。受到撞击时，乘员无法保护儿童
免受伤害。
即使配有安全气囊辅助约束系统，汽车
上所有乘客（包括驾驶员）亦应当始终
系好安全带。未能正确佩戴安全带会显

著增加人身伤亡的风险。
坐在车内外的货物装卸区非常危险。在
碰撞时，在此区域内乘坐的人更容易受
伤或死亡。请勿在车内任何无座椅和安

全带的区域乘坐。确保车内每个人都坐在座位
内且正确系好安全带。

发生侧翻时，相较于佩戴安全带的乘员，
不系安全带的人死亡风险更大。
车内每个座椅位置都具有特定的安全带
总成，包括成对使用的带扣和卡舌。1）
仅在外肩上使用肩带。不得将肩带系于

胳膊下方。2）不得将安全带于内肩上方绕到颈
部。3）不得多人共用一条安全带。

如果可能，年龄不超过12岁的儿童应坐
在后排座椅，并适当约束。未能遵守本
操作说明会显著增加人身伤亡的风险。
晴天时，密闭车辆内的安全带和座椅会
发烫，可能会烫伤幼小的儿童。将儿童
放入车内之前，请检查他们附近的座套

和带扣。
包括孕妇在内的前后排乘员应系好安全
带，以在事故中获得最佳保护。
后排座椅中部并未设计成座位，因此没
有配备安全带。LATCH固定系统并非设
计用于在中间位置安装儿童座椅，因此

中部未提供拉带固定器。乘坐在座椅中部会增
加在碰撞中受伤或死亡的风险。

车辆中的所有座位都配有胯/肩式安全带。即
使配有安全气囊辅助约束系统，车辆中的所有
乘员也必须系好安全带。
安全带系统包括：
• 膝部与肩部安全带。
• 前部外侧座位的安全带预张力器。
• 前部外侧乘客座位的安全带张力传感器。

• 安全带警告灯与提示音。

• 碰撞传感器和带有状态指示的监控系统。
前排座椅安全带预紧器可在启用时收紧安全带。
在正面与近正面碰撞事故中，安全带预紧器会
单独启用，而如果碰撞事故非常严重，预紧器
与前部安全气囊将会一同启用。侧面帘式安全
气囊展开时，预紧器也会启用。

扣紧座椅安全带
汽车中的前部与后部安全约束装置为胯/肩式安
全带。
安全带导向环位于前排座椅的外侧。取决于成
员大小和座椅位置，您可能需要通过导向环来
调整安全带，以正确佩戴。如果安全带没有绕
过肩部中间位置，需通过安全带导向环调整安
全带。

E175859

Cou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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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75163

Recaro

E142587

1. 将安全带锁舌插入到适当带扣内（距离卡
舌最近的带扣）直至听到咔哒声并感觉到
锁止。确保将锁舌牢固紧固在带扣内。

E142588

2. 如需解开安全带，按下松开按钮，并从带
扣中取出锁舌。

怀孕期间安全带的使用
警告

乘坐或驾驶车辆时，保持座椅靠背直立，
且系好安全带。安全带装置的胯带部分
应安装舒适并置于臀部下方。肩带应系

于胸部下方。孕妇也应遵守此规则。见下图。

E142590

孕妇必须系好安全带。胯带和肩带应在腹部以
下穿过臀部，并尽量舒适。肩带应穿过肩部中
间和胸部的中央。

安全带锁定模式
警告

车辆发生碰撞之后，必须到福特授权经
销商处检查所有成员座位上的安全带系
统，确保儿童座椅的自动锁止卷收器正

常工作。另外，应检查所有安全带的功能是否
正常。

如授权经销商检查发现安全带组件的自
动锁止卷收器功能或其他任何安全带功
能未正常运行，必须更换安全带和卷收

器组件。如果不更换安全带和卷收器组件，可
能增加碰撞时人身伤害的风险。

所有车内安全约束系统为组合式髋和肩部安全
带和具有车辆感应锁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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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感应模式
此为普通卷收器模式，肩带长度可以随您的动
作自由调节并根据车辆移动做出锁止反应。例
如当驾驶员急刹车、急转弯，或汽车受到时速
约为8 km/h或以上的撞击时，胯/肩式安全带
将锁止，以帮助减少驾驶员与乘客的向前冲击
力。
另外，如果拉出安全带的速度过快，卷收器将
锁止。发生以上情况时，让安全带轻轻卷收，
并再次慢慢拉出安全带。

安全带延伸配件
警告

不得通过加长安全带来改变绕体肩带的
舒适度。

如果完全拉伸安全带时仍较短，可从授权经销
商处获取安全带延伸配件。
仅可使用本车的安全带供应商制造的延伸配件。
制造商识别号位于安全带末端或装饰件后方卷
收器的标签上。此外，只在将安全带拉至最大
位置仍然过短时使用安全带延伸配件。

座椅安全带警告灯和指示器蜂鸣器
车辆点火装置开启时，如果驾驶员
的安全带没有系好，指示灯会照亮
并且警告音会响起。

操作条件

然后...如果...

安全带警示灯照亮1到2分钟，警示提示器将响4
到8秒。

点火开关至开启位置前，驾驶员安全带没有扣
上...

安全带警示灯和警示提示器关闭。指示灯照亮警示提示器响起时，驾驶员安全带
扣上...

安全带警示灯和警示提示器保持关闭状态。点火开关至开启位置前，驾驶员安全带扣上...

座椅安全带提醒装置
安全带提醒装置
当驾驶座或前排乘客座有人且未系安全带时，
该功能会发出另外的提示，即通过间歇发出鸣
声及亮起安全带警示灯来辅助安全带警告功能。

该系统根据来自前排乘客感应系统的信息来判
断前排座位是否有人乘坐，继而判断是否需要
发出警告。为避免安全带提醒装置对前排座位
上的物体发出提示，其仅会根据前排乘客感应
系统的判断来发出提示。
如果一个乘员（驾驶员或前排乘客）的安全带
提醒装置警报超时(警报持续约5分钟)，则另一
个乘客仍可以激活安全带提醒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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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如果...

安全带提醒装置不会开启。在点火开关打开前，或点火开关打开后的1至2
分钟内，驾驶员与前排乘客的安全带系上...

安全带提醒装置开启，安全带警告灯亮起，且提
示鸣声每25秒钟响一次，每次持续6秒钟，反复

约5分钟，或直至安全带被系上为止。

在车速达到至少9.7 km/h前，或在点火开关打
开后的1至2分钟内，驾驶员与前排乘客的安全

带未系上...

安全带提醒装置开启，安全带警告灯亮起，且提
示鸣声每25秒钟响一次，每次持续6秒钟，反复

约5分钟，或直至安全带被系上为止。

当车速为至少9.7km/h，且点火开关已打开1至
2分钟以上后，驾驶员或前排乘客的安全带解开

约一分钟...

关闭与开启安全带提醒装置

警告
当系统准许将其关闭时，该系统将帮助
保护您的安全并减小事故伤害。为了您
与其他可能的车辆使用者的人身安全，

我们建议您保持该系统开启。

注意:驾驶员与前排乘客提示的关闭与开启是各
自独立的功能。当关闭或开启一个座位提示
时，请勿解开其他座位的安全带，以免终止操
作。
注意:如果在使用MyKey，则无法禁用安全带
提醒装置。此外，如果先前已禁用安全带提醒
装置，则在使用MyKey期间将重新启用该装
置。 参见MyKey™ (页码 34)。
进行程序前请阅读步骤1至4。
运行以下程序前，请确认：
• 设置驻车制动。
• 变速器处于驻车档(P)（自动变速器）或空

档（手动变速器）。
• 点火开关关闭。
• 驾驶员与前排乘客安全带解开。
1. 开启点火开关。切勿起动车辆。
2. 等候至安全带警告灯关闭（约一分钟）。

完成步骤2后，进行步骤3前请再次等候5秒
钟。开始进行步骤3后，必须在30秒钟内
完成该程序。

3. 如座位失效，则以中等速度系上再解开安
全带3次，最终须为解开状态。完成步骤3
后，安全带警告灯将亮起

4. 当安全带警告灯亮起时，系上再解开安全
带。完成步骤4后，安全带警告灯将闪烁，
提示您确认。

• 如果此时该功能是开启的，则会将其关闭。
• 如果此时该功能是关闭的，则会将其开启。

儿童座椅系统和座椅安全带维护
定期检查车辆安全带和儿童安全座椅系统以确
保其正常运行并未被损坏。检查车辆和儿童座
椅安全带以确保没有裂痕、裂缝或切口。如有
必要请更换。碰撞发生后，应当检查所有车辆
安全带总成，包括伸缩装置、扣环、前安全带
扣总成、扣环支持总成（导杆-如有配备）、肩
带高度调整装置（如有配备）、座椅靠背肩带
指南（如有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掣子和系绳
固定器以及附加硬件。阅读儿童约束制造商的
说明获取具体儿童约束的附加检查和维护信息。
福特汽车公司建议在碰撞发生后应当更换使用
中的所有车辆安全带总成。如果碰撞是小型
的，授权经销商发现安全带并无损坏而且继续
正常运作，则不必更换。即使在碰撞中安全带
总成未被使用，如果注意到有损坏或运作不当
则应当检查和更换。
正确处理安全带。参见车辆保养(页码143)。

22

Mustang (), zhCHN

座椅安全带

www.inhauto.com



工作原理

警告
安全气囊充气速度极快，气囊展开时，
覆盖安全气囊模块的饰板周围遭受气囊
伤害的风险最高。
即使配备安全气囊辅助约束系统，汽车
上所有乘客（包括驾驶员）也应当始终
系好安全带。未正确佩戴安全带会极大

地增加伤亡风险。
12岁或年龄更小的儿童应始终坐在后排
座椅上，并正确使用适当的儿童约束系
统。不遵守本操作说明会极大地增加伤

亡风险。
严禁将手臂放在安全气囊模块上，因为
安全气囊展开时会导致手臂骨折或其它
伤害。
安全气囊会导致儿童座椅上的儿童伤亡。
绝对不要把后向型儿童座椅放在配备主
动式安全气囊的前排乘客座位上。如果

必须在前排乘客座位上使用前向型儿童安全座
椅，需将要安装儿童座椅的座位尽量向后移动。

禁止保养、维修或改装安全气囊辅助约
束系统或其保险丝，因为这可能会导致
严重的人身伤亡。请尽快联系授权经销

商。
部分安全气囊系统组件会在充气后变热。
为降低人身伤害的风险，不得在充气后
碰触组件。
安全气囊展开后，将不会再次运行，必
须立即将其更换。如果未更换安全气囊，
未经维修的区域会增加碰撞事故中的人

身伤害风险。

安全气囊为辅助约束系统，可与安全带共同帮
助保护驾驶员及前排右侧乘客的上身免受伤害。
安全气囊充气速度极快；安全气囊展开时可能
会造成伤害。
注意:安全气囊展开时会发出巨响，并伴有大量
粉末状无害烟雾。这是正常现象。

安全气囊启动后将快速充气与放气。安全气囊
展开后，会出现烟雾状与粉末状残渣，或闻到
物体烧焦气味，这些都属于正常现象。这些残
渣可能包括太白粉、滑石粉（用于润滑安全气
囊）或安全气囊充气燃烧过程中产生的钠化合
物（如小苏打）。可能产生少量刺激皮肤与眼
睛的氢氧化钠，但残渣中无有毒物质。
虽然系统有助于降低严重伤害，但接触展开的
安全气囊也可能会造成擦伤或肿胀。安全气囊
展开时所产生的噪音也可能会导致听力短暂丧
失。因为安全气囊会以强劲动力快速充气，所
以可能存在严重伤亡风险，例如骨折、面部及
眼部伤害或内伤，尤其对于在安全气囊展开时
未经正确约束或坐姿不正的乘员。因此，在车
辆运行时，乘员必须受到正确约束，尽量远离
安全气囊模块。
无需对安全气囊进行日常保养。

驾驶座和乘客座安全气囊

警告
禁止将您的手臂或任何其他物体置于安
全气囊模块上方。将您的手臂置于展开
的安全气囊上方可能导致手臂严重骨折

或其他伤害。将物体置于安全气囊充气部位或
其上方可能导致安全气囊将这些物体弹到您的
面部和身体上，从而造成严重伤害。

安全气囊可能导致儿童座椅上的儿童受
伤或死亡。切勿将后向式儿童安全座椅
放在主动式安全气囊的前部。如果必须

在前排座椅上使用前向式儿童安全座椅，需将
座椅尽可能往后移。

E15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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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重正面碰撞和近正面碰撞期间，驾驶员和
前排乘客安全气囊将展开。
驾驶员和前排乘客安全气囊系统由以下部件组
成：
• 驾驶员和乘客安全气囊模块。
• 前排乘客传感系统。

碰撞传感器和带有状态指示灯的监
控系统。 参见撞击传感器和安全气
囊指示器 (页码 28)。

正确调节驾驶员和前排乘客座椅
警告

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建议
乘员胸部与驾驶员安全气囊模块之间至
少保持25厘米的最小距离。

要将自己置于远离安全气囊的正确位置，需要：
• 在实现舒适操作踏板的同时将您的座椅尽

可能往后移。
• 将座椅从垂直位置稍微向后倾斜（一到两

度）。
所有乘员调整好各自的座椅并系上安全带后，
保持正确坐姿非常重要。正确就坐的乘员以座
垫为中心，背靠座椅靠背坐直，双脚在地板上
舒适地伸展。坐姿不正确可能增加在碰撞事件
中受伤的机率。例如，如果乘员身体下垂、躺
着、转向一侧、坐姿前倾、探身向前或侧面，
或将一只或两只脚悬空，则在碰撞中受伤的机
率就会大大增加。

儿童和安全气囊
警告

安全气囊可能导致儿童座椅上的儿童受
伤或死亡。切勿将后向式儿童安全座椅
放在主动式安全气囊的前部。如果必须

在前排座椅上使用前向式儿童安全座椅，需将
座椅尽可能往后移。

E142846

务必正确约束儿童。事故统计表明将儿童正确
约束在后排座椅位置比在前排座椅位置时更为
安全。未遵守上述说明会增加碰撞中人身伤害
的风险。

前乘客座传感系统

警告
即使使用高级约束系统，也应当将年龄
不超过12岁的儿童正确约束在后部座位
上。未能遵守本操作说明会显著增加人

身伤亡的风险。
坐姿不当或靠背过度倾斜都会降低座垫
承重，并影响前排乘客感应系统的判断，
进而在撞车事故中导致严重的人员伤亡。

请双脚接触地面，背部贴靠椅背直立而坐。
为降低严重人身伤害的风险：如儿童坐
在前排乘客座椅，则不得在座椅靠背的
贴袋内放置物品或在座椅椅背上悬挂物

体。不得在前排乘客座椅下方或座椅与中央控
制台之间放置物品。检查乘客安全气囊关闭指
示灯以查看安全气囊状态是否正确。未遵守本
操作说明会对前排乘客传感系统造成干扰。

对前排乘客座位作出的任何选择或更改
都可能对前排乘客传感系统的运行造成
影响。

该系统使用传感器（传感器是前排乘客座位与
安全带的一部分）工作，以检测乘客的正确乘
坐状态，并判断是否应启用前排乘客前部安全
气囊（可能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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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79527

前排乘客传感系统采用了会点亮并维持点亮的
乘客安全气囊关闭指示灯来提醒前排乘客正面
安全气囊是否被停用。
指示灯位于顶置控制面板上。
注意:在首先开启点火装置时，指示灯会短时间
点亮以确认其处于运行状态。
当检测到后向型婴儿座椅、前向型儿童座椅或
辅助座椅时，前排乘客传感器系统会停用前排
乘客正面安全气囊（不会充气）。即使使用这
一技术，家长也必须让儿童始终坐在后排座椅
上，并受到正确约束。当乘客座椅上无人时，
传感器也会关闭乘客前部安全气囊与安装在座
椅侧面的安全气囊。

• 当前排乘客传感系统禁用（不会充气）前
排乘客前部安全气囊时，指示灯将亮起并
保持此状态，提示您前排乘客前部安全气
囊已被禁用。

• 如果已安装儿童约束但指示灯并未亮起，
请将汽车熄火，将儿童约束从车内移除，
并根据以下儿童约束制造商指导说明重新
安装。

当系统检测到有成人正确乘坐在前排乘客座位
时，前排乘客传感系统将启用（可能充气）前
排乘客正面安全气囊。
• 当前排乘客传感系统启用前排乘客正面安

全气囊（可能充气）时，指示灯将不会亮
起且保持此状态。

如有成人坐在前排乘客座位上，但安全气囊关
闭指示灯亮起，可能表明该乘客坐姿不正确。
如发生此情况：
• 将汽车熄火，并让乘客将座椅靠背返回直

立位置。
• 让乘客竖直坐在座椅的坐垫中央，并将腿

部舒适伸展。
• 重新启动车辆，并使乘客保持该坐姿约2分

钟。这将允许系统检测该乘客，并启用乘
客前部安全气囊。

• 如果指示灯保持亮起，则该乘客应坐于后
部座位。

乘客安全气囊乘客安全气囊关闭的指示器乘客

停用不亮空闲

停用亮起儿童

启用不亮成人

注意:当乘客安全气囊关闭指示灯亮起时，乘客
侧安全气囊（座椅安装式）将被停用，以免安
全气囊展开时造成伤害。

所有乘客调整好各自座椅并系上安全带后，保
持正确坐姿非常重要。正确就坐的乘员以座垫
为中心，背靠座椅靠背坐直，双脚在地板上舒
适地伸展。坐姿不正确可能增加在碰撞事件中
受伤的机率。例如，如果乘员身体下垂、躺
着、转向一侧、坐姿前倾、探身向前或侧面，
或将一只或两只脚悬空，则在碰撞中受伤的机
率就会大大增加。
如果您认为乘客安全气囊停止指示灯不正确，
请检查是否出现以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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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体卡在座椅下方。
• 座垫与中央控制台之间有物体
• 物体悬挂在椅背上。
• 物体存放在椅背贴带内。
• 物体位于成员的膝部。
• 货物干扰座椅。
• 其他乘客推动或拉动座椅。
• 后排乘客脚步或膝部靠在或顶住座椅。
以上所列情况可能导致前排乘客感应系统错误
判断乘客体重。在上述情况中，前排乘客座椅
上乘客的体重可能会较重或较轻。

确保前排乘客感应系统正常运行。
参见撞击传感器和安全气囊指示器
(页码 28)。

如果安全气囊指示灯亮起，请进行以下操作：
驾驶员与成年的乘客应检查前排乘客座椅下方
是否放有物品且是否存在干扰座椅的货物。
如搁置有物品或货物会干扰座椅，则采取下列
步骤清除障碍物：
• 将汽车靠边。
• 将汽车熄火。
• 驾驶员与乘客应检查前排乘客座位下方是

否存放有物品，或负重是否干扰座椅。
• 清除障碍物（如找到）。
• 重新起动汽车。
• 请等候至少2分钟并确认安全气囊指示灯不

再亮起。
• 如果安全气囊指示灯保持亮起，则可能是

或不是前排乘客传感系统出现问题。
不得维修或保养系统。立即将您的车辆送交授
权经销商。
如需改装高级前部安全气囊系统以适用于残疾
人，请联系福特客户管理中心。

侧安全气囊

警告
不得在安全气囊盖上面或附近、椅背（前
排）侧面或前排座椅区域内安全气囊弹
出时可能伸展到的地方，放置物品或安

装设备。不遵循上述指示可能会增加碰撞事故
中人身伤害的风险。

不得使用装饰性座椅罩。使用装饰性座
椅罩可能会妨碍侧安全气囊的弹出，由
此增加事故中人身伤害的风险。
不要将头部倚靠在车门上。侧安全气囊
从椅背侧面弹出时会对您造成伤害。
不得在装有安全气囊的座椅上试图维护、
修复或改装安全气囊、保险丝或座椅罩，
因为您可能会受到严重的人身伤害甚至

死亡。请尽快联授权经销商。
如果侧安全气囊已经触发过，则安全气
囊不会再次运行。侧安全气囊系统（包
括座椅）必须由授权经销商检查并维修。

如果未更换安全气囊，未经维修的区域会增加
碰撞事故中的人身伤害风险。

侧安全气囊位于前排座椅椅背的外侧。在特定
的侧面碰撞中，受到碰撞影响的侧安全气囊将
会充气展开。安全气囊设计成可在车门与乘客
之间充气膨胀，由此进一步加强在侧面碰撞事
故中对乘客的保护。
双座四轮轿跑

E15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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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篷汽车

E174777

此系统由以下部分组成：
• 标签或浮凸的侧面板，表示您的车辆装有

侧安全气囊。
• 位于驾驶员和前排乘客座椅内侧的侧安全

气囊。
• 前排乘客感应系统。

·碰撞传感器与状态指示器的监控系
统。 参见撞击传感器和安全气囊指
示器 (页码 28)。

注意:如乘客感应系统检测到乘客座椅空闲，则
该系统将关闭安装在乘客座椅上的侧安全气囊。
侧安全气囊系统的设计与开发，包括建议的测
试程序，均由以“侧安全气囊技术工作团队”著
称的汽车安全专家研发编制而成。上述建议的
测试程序有助于在侧安全气囊使用过程中降低
人身伤害风险。

驾驶员和乘客膝部气囊

警告
为了在碰撞中确保乘客膝部安全气囊达
到最佳效果，应在驾驶期间保持手套箱
门处于关闭状态。
为减少人身伤害风险，不要在膝部安全
气囊展开路径中设置阻碍或放置障碍物。

驾驶员膝部安全气囊位于仪表板下方或之内。
乘客膝部安全气囊位于手套箱门内。碰撞事故
中，约束控制模块会根据碰撞严重度和乘员状
态激活驾驶员和乘客膝部安全气囊。在某些碰
撞和乘员状态下，驾驶员和乘客膝部安全气囊
会展开，但驾驶员前部安全气囊可能不会激活。
即使带有正面与侧面安全气囊，亦应当坐好并
正确约束，以降低死亡或重伤风险。

请确保膝部安全气囊正常工作。 参
见撞击传感器和安全气囊指示器(页
码 28)。

SAFETYCANOPY™ -双门轿跑

警告
请勿在纵梁处的车顶内衬上或其附近放
置物体或安装设备，这样可能会接触展
开的安全气帘。不遵循上述指示可能会

增加撞车时导致人身伤害的风险。
不要将头部倚靠在车门上。由于安全气
帘会从车顶内衬展开，因此可能会对人
身造成伤害。
不要试图维护、修理或改装配备安全气
帘的车辆上的安全气帘、安全气帘保险
丝、A、B、C柱饰板或车顶内衬，否则

可能导致严重伤亡。请尽快联系授权经销商。
即使已配备安全气囊辅助约束系统和安
全气帘，所有车内乘员（包括驾驶员）
仍需始终系好安全带。未能正确佩戴安

全带会显著增加人身伤亡的风险。
为减少人身伤害风险，不要在安全气帘
展开路径中设置阻碍或障碍物。
如果安全气帘已展开，则安全气帘不会
再次工作。安全气帘（包括A、B和C柱
饰板及车顶内衬）必须由授权经销商进

行检查及维修。如果未更换安全气帘，则未修
理的区域会增加撞车时的人身伤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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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气帘在严重侧面碰撞期间或翻车传感器检
测到可能发生翻车事件时将展开。安全气帘安
装在车顶纵梁钣金件上，车顶内衬后面，每排
座椅的上方。在特定侧面碰撞或翻车事件中，
无论座椅上是否有人，都将会激活安全气帘。
安全气帘可侧窗区域和乘员之间充气以在侧面
碰撞和翻车事件中进一步增强保护。

E75004

此系统由下列部分组成：
• 安全气帘,位于前后侧窗饰板上方，通过车

顶内衬或车顶柱饰板上的标签或文字进行
识别。

• 软顶内衬，可在侧门上方打开以便展开气
帘。

• 碰撞传感器和带有状态指示的监测系统。
参见撞击传感器和安全气囊指示器 (页码
28)。

12岁及以下的儿童必须全程坐在后排座椅上并
正确系紧安全带。安全气帘不会妨碍在儿童座
椅或辅助软坐垫上坐好且系好安全带的儿童，
因为此设计将从位于车门上方的车顶内衬向下
沿着侧窗打开方向对安全气帘进行充气。
安全气帘的设计与开发，包括建议的测试程序，
均由著名的侧安全气囊技术工作团队的汽车安
全专家研发而成。这些推荐的测试程序有助于
降低由于侧安全气囊（包括安全气帘）展开而
造成受伤的风险。

撞击传感器和安全气囊指示器

警告
在车辆前端改装或增加设备（包括围框、
保险杠、前端车身结构和牵引钩）会影
响安全气囊系统的性能并增加受伤的风

险。请勿改装车辆前端。

本车装备一系列碰撞与乘客传感器，可向约束
系统控制模块提供信息。约束控制模块会展开
（激活）前安全带预张紧器、驾驶员安全气囊、
乘客安全气囊、座椅侧面安全气囊和安全顶篷。
基于碰撞（正面或侧面碰撞）类型，约束系统
控制模块将展开合适的的安全设备。
此外，约束控制模块还会对以上安全设备以及
碰撞传感器和乘员传感器的状态进行监控。通
过仪表板内的警告指示灯指示安全系统的状态，
如果警告灯不工作，则会通过提示音进行指示。
安全气囊无需日常保养。
出现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况时，表明该系统出现
故障：

打开点火开关后，状态指示灯未立
即点亮。

• 状态指示灯闪烁或一直亮起。
• 将听到五声哔哔声。解决问题或修复指示

灯前，提示音模式将周期性地重复。
如发生以上任一情况（包括间歇发生），请立
即前往授权经销商处获得辅助约束系统检修。
检修后，该系统才能在发生碰撞时正常运行。
当车辆保持的正向减速度足以造成约束控制模
块展开安全设备时，安全带预张紧器与前部安
全气囊辅助约束系统将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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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撞击中，两侧前排座椅乘客的安全带预
张紧器或前部安全气囊不会启动，但这不表示
系统出现故障。相反，这表明约束控制模块判
定事故情况（撞击程度与安全带使用）不适于
启动这些安全设备。
• 设计的前安全气囊仅用来在发生正面碰撞

和接近正面碰撞（不包括翻车、侧面碰撞
或后面碰撞）时激活，除非碰撞产生足够
的正面减速度。

• 安全带预张紧器在发生正面、近正面和侧
面碰撞时启用。

• 基于撞击程度与乘员情况，膝部安全气囊
可能会展开。

• 侧安全气囊设计在某些侧面碰撞中充气膨
胀。安全顶篷设计在某些侧面碰撞及翻滚
传感器检测到某些潜在翻滚情况时充气。
如果车辆遭受到足够的侧向运动或变形，
侧安全气囊和安全顶篷或会在其它类型的
碰撞中激活。

气囊废弃处理
请尽快联授权经销商。安全气囊必须由专业人
员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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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频率一般信息
本设备符合FCC法规的第 15部分和加拿大工
业部免执照RSS标准。设备操作受以下两个
条件的制约：(1)本设备不会导致有害干扰；
(2)本设备必须可以经受所有干扰，包括可能
导致操作不良的干扰。
注意:负责合规性的一方未明确批准的变更或改
装会使用户操作该设备的权利失效。无线电认
证编号前的术语 IC仅表明满足加拿大工业部的
技术规范。
您的发射器典型的工作范围大约为33英尺（10
米）。带遥控启动功能的车辆将具有更大的范
围。以下任一情况将造成运行范围减小：
• 天气状况
• 在信号塔附近
• 车辆周围的建筑物
• 与您的汽车相邻的其它所停车辆
其它短距离无线发射器（如：业余无线电玩具、
医疗设备、无线耳机、遥控装置和报警系统）
与遥控器使用相同的频率。如果其它发射器使
用这些频率运行，则可能无法使用遥控器。在
某些电子设备（例如USB设备、计算机或手
机）附近使用遥控器时会干扰遥控操作。在金
属制成或镀有金属的钱包、提包或衣服附近操
作遥控器时会干扰遥控操作。您可以使用钥匙
锁定和解锁车门。
注意:确保在离开车辆前锁定车辆。
注意:在遥控器的有效距离内，如果您无意间按
下了任何按钮，遥控器也会工作。

智能进入
当满足以下任一条件时，该系统使用无线电频
率信号来与您的汽车交流信息，并授权您的汽
车解锁：
• 触碰前车门外拉手内部。
• 按下行李箱按钮。
• 按下发射器上的一个按钮。

如果该区域内存在大量的无线电频率干扰，或
发射器电池电量低，可能需要机械解锁车门。
在此情况下可使用智能进入钥匙中的机械钥匙
来打开驾驶员侧车门。 参见遥控器 (页码
30)。

遥控器
智能进入钥匙

E144506

智能进入钥匙可以控制电动门锁和远程遥控启
动系统。钥匙必须在车内以激活按键启动系
统。

可拆卸式钥匙片
智能进入钥匙还内置一把可拆卸式机械钥匙片，
可用于解锁驾驶员侧车门。

E176269

拨动遥控器背面的释放按钮并撬开护盖即可取
出机械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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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51795

注意:车辆的备用钥匙带有安全标签，可提供另
配钥匙所需的重要信息。将标签保存于安全位
置，以便日后参考。

使用机械钥匙片
钥匙锁芯位于驾驶员侧车门拉手盖的下方。
通过以下操作可拆除盖子：

E151956

1. 将机械钥匙插入门拉手底部的插槽内并向
上压动。

2. 当保持上压力时，将盖子向后移动以解锁。
进行此操作时轻轻移除钥匙。

如要安装盖子：

E151957

1. 将盖子置于钥匙锁芯的正前方。
2. 在对盖子施加压力的同时，将其前移至到

达正确位置。在盖子接合时您会听见“咔哒”
一声。

通过尝试向后移动以确保正确安装盖子。

更换电池
注意:请根据当地法规处理发射器电池。
注意:请勿拭去电池两极或电路板背面的油脂。
注意:更换电池不会将发射器从汽车中移除。
发射器应当正常运行。
当遥控器电池电量低时，信息显示器上将显示
一条消息。 参见信息消息 (页码68)。

智能进入发射器
遥控器使用两个三伏CR2025型纽扣锂电池或
同等产品。

E151796

1. 拨动遥控器背面的释放按钮并撬开护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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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53890

2. 将一枚硬币插入槽口内并扭动将壳体分开。

E153891

3. 移除电池。
4. 安装新电池，使标记+相对。
注意:确保更换两个电池之间的标签。
5. 重新安装外壳与盖。

寻车功能

E138623

在三秒内按下该按钮两次。喇叭会
鸣响，同时转向信号灯闪烁。我们
推荐使用此方式来定位您的汽车，

而不是使用紧急报警。

鸣响紧急报警
注意:仅当点火开关关闭时，紧急报警才会运
行。

E138624

按下此按钮来启动报警。再次按下
按钮或启动点火开关以停用。

远程遥控启动
警告

为了避免产生废气，如果汽车停在室内
或通风不良的区域，请勿使用远程遥控
启动。

注意:如果汽车的燃油油位低，请勿使用远程遥
控启动。

E138625

远程遥控启动按钮位于发射器上。

该功能允许您从车外起动车辆。发射器的工作
范围扩大。
可将带自动温度控制的车辆配置为在远程遥控
启动车辆时运行。 参见气候控制 (页码 77)。
手动空调控制系统将以关闭车辆时的设置进行
运行。
许多省和市限制远程遥控启动的使用。请查询
当地法律和省或市法律中是否存在与远程遥控
启动系统相关的具体要求。
如出现以下情况，远程遥控启动系统将不会运
行：
• 点火开关开启
• 触发警报系统
• 禁用此功能
• 发动机罩打开
• 变速器未处于 P
• 车辆蓄电池电压过低
• 发动机故障指示灯亮起。

远程遥控反馈
遥控器上的发光二极管提供远程遥控启动或停
止指令的状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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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LH

远程遥控启动或扩展
成功

绿色常亮

远程停止成功；发动
机关闭

红色常亮

远程遥控启动或停止
失败

红色闪烁

等待状态更新绿色闪烁

远程遥控启动车辆
注意:您必须在三秒钟的间隔内按下各按钮。
如果您未遵照本程序，您的车辆将无法远程遥
控启动。

E138626

发射器上的标签详细描述了启动程序。
要远程遥控启动车辆：
1. 按下锁定按钮以锁定所有车门。
2. 按下远程遥控启动按钮两次。车外灯将闪

烁两次。
除非开启安静起动，否则喇叭将在系统起动失
败时鸣响。安静起动模式将以较低的速度运行
鼓风机风扇以降低噪音。可在信息显示器上开
启或关闭安静起动模式。 参见一般信息 (页码
61)。
注意:驾驶车辆前，必须在踩下制动踏板的同时
按一次仪表板上的启动/停止按钮。
在远程遥控启动期间，电动车窗将不会运行，
收音机也将无法自动启动。
驻车灯将保持点亮，且车辆将根据设置运行5、
10或 15分钟。

延长车辆运行时间
在车辆仍运行的情况下重复步骤 1和 2以延长
另一个远程遥控启动的持续运行时间。如果您
将持续时间设置为10分钟，则车辆将在第一次
启动剩余时间和接下来的 10分钟内运行。例
如，如果第一次远程遥控启动时车辆运行五分
钟，则车辆将在此时立即继续运行 15分钟。
您可以将远程遥控启动的时间最长延长到35
分钟。
车辆关闭后至少等待五秒钟，再进行远程遥控
启动。

远程遥控启动后关闭车辆

E138625

按下按钮一次。驻车灯将熄灭。
由于地面反射和运行车辆的附加噪
音，您必须在起动时离车辆尽可能

近。
您可以通过信息显示器禁用或启用远程遥控启
动系统。 参见一般信息 (页码61)。

更换钥匙或遥控器
若需更换钥匙或遥控器，可从授权经销商处购
买。授权经销商可为您的车辆遥控器进行编
程。 参见发动机防盗锁定系统 (页码43)。
如发动机被动防盗系统需要重新编程，请前往
授权经销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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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
MYKEY允许您使用限制驾驶模式对钥匙编程，
从而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已编程至车辆的钥
匙中，除了一个之外其余都可以启用这些限制
模式。
没有经过匹配的钥匙被称为管理员钥匙。这些
钥匙可用于：
• 创建MyKey。
• 编程可选MyKey设置。
• 清除所有MyKey功能。
当您已匹配一个MyKey时，你可以通过信息显
示屏访问以下信息：
• 管理员钥匙和与车辆匹配的MyKey的数量。
• 使用MyKey时的车辆行驶总里程。
注意:所有MyKey匹配为相同设置。您不能单
独匹配钥匙。
注意:对于配备智能进入和按键式启动系统的车
辆，当同时存在MyKey和管理员智能进入钥匙
时，管理员钥匙会被车辆识别用于打开点火开
关和启动车辆。

标准设置
以下设置不能被改变：
• 安全带提醒器，这个功能不能被禁用。安

全带未系，提示音响器后，音响系统将被
静音。

• 燃油不足预警。较早激活燃油不足警报，
这使得MyKey用户有更多的时间加油。

• 驾驶员辅助功能（如果车辆配备），它们
会被强制开启：泊车辅助、带两侧来车预
警技术的盲区监测系统（BLIS）、车道偏
离警告系统和前向碰撞预警系统。

• 限制使用赛车模式（如果车辆配备该功
能）。

• 限制收听卫星广播成人内容。

可配置型设置
当您首次创建Mykey并在重新使用此钥匙或重
启车辆之前，您可以使用管理员钥匙配置某些
Mykey设置。您也可以使用管理员钥匙改变设
置。
• 可设置车速限制。当车辆达到设置的速度

时，您会在显示屏上看到警告并听到警告
音。即使您全力踩下加速踏板或者设置巡
航控制，也不能超过设定的速度。

警告
鉴于明文规定的速度限制和道路通行条
件，设置的MyKey最高速度限制需不影
响驾驶员保持安全车速。驾驶员要始终

负责地遵照当地法律和通行条件驾驶车辆。若
未能遵照，则可能会导致事故或伤害。

• 可以设置各种不同的车速提醒。一旦选定
速度，当超过预选速度时，此速度将显示
在信息显示屏中并发出警告音。

• 音响系统最大音量45%。当您试图超过此
极限音量时，显示屏中将出现信息提示。
当然，速度感应型自动音量或音量补偿型
自动音量控制也将被禁用。

• 可随时设置。选择此选项后，您将不能关
闭AdvanceTrac、紧急救援和拒绝接听来
电功能（如果车辆配备这些功能），而且
MyKey驾驶员也将不能使用运动模式。

正在创建一个MYKEY
使用信息显示屏创建MyKey：
1. 将您希望编程处理的钥匙插入点火装置。如
您的车辆配备按钮启动，请将智能进入遥控钥
匙放入备用槽。备用槽的具体位置请见相应章
节。 参见启动和关闭发动机 (页码90)。
2. 开启点火开关。
3.进入信息显示控制器中找到主菜单，并选择
设置，然后通过按下OK或. .>按钮选择
MyKey。
4. 按OK键或>按钮选择创建My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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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经提示，按住OK按钮直至看到消息提示您
已将该钥匙标记为MyKey为止。下次开启时，
该钥匙将受到限制。
成功创建MyKey。确保您已设定该钥匙，由此
您可与其他管理钥匙相区分。
你也可以为钥匙编写可配置的设置。参见编
写/改变可配置的设置。

编写/改变可配置的设置
使用信息显示屏，进入您可配置的MyKey设
置。
1. 使用管理员钥匙或钥匙打开点火装置。
2. 进入信息显示控制器中找到主菜单，然后

选择设定，再选择MyKey，通过按OK键
或 >按钮实现。

3. 使用箭头按钮获得功能。
4. 按下OK或>以做出选择。
注意:您可以在同一个钥匙循环内的任何时候清
除或改变您的Mykey设置，就像您创建Mykey
时一样。但是，一旦您已关闭发动机，则需要
使用管理员钥匙更改或清除您的MyKey设置。

正在清除全部MYKEYS
使用方向盘上的信息显示屏控制键可以清除或
更改MyKey设置。 参见信息显示 (页码61)。
使用管理员钥匙或遥控钥匙打开点火开关。

要清除所有MyKey的MyKey设置，按下向左箭头按键进入主菜单并滚动至：

操作和说明信息

按下OK键。设置

按下OK键。MyKey

按住OK键，直至显示以下信息。清除MyKey

所有MyKeys
已清除
注意:在您清除MyKey时，可清除所有限制，并将所有MyKey恢复到最初的管理员钥匙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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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检查MYKEY系统状态 使用方向盘上的信息显示屏控制装置可查找已
编程MyKey的信息。 参见信息显示 (页码
61)。

要查找已编程MyKey信息，按下向左箭头按钮进入主菜单并滚动至：

描述信息

按下OK键。设置

按下OK键。MyKey

选择以下任意一项:

记录驾驶员使用MyKey时的行驶里程。删除累计里程的唯一方法
是使用管理员钥匙清除MyKey。如果里程未按预计累计，说明目
标用户未使用MyKey，或管理员钥匙用户近期已清除并重新创建了
MyKey。

MyKey里程数

显示已编程进车辆的MyKey数量。使用此功能可检测车辆的MyKey
数量，并确定MyKey何时被删除。

{0}把MyKeys

显示编程进车辆的管理员钥匙数量。使用该功能确定车辆不受限制
的钥匙数量，检测是否已编程其它MyKey。

{0}把普通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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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MYKEY与遥控起动系统
MyKey与未经福特认证的、售后市场的遥控起

动系统不兼容。如果您选择安装遥控起动系
统，请咨询授权经销有关福特认证的遥控起动
系统。

MYKEY®故障诊断

可能故障原因条件

无法创建MyKey。 • 用于启动车辆的钥匙或发射器没有管理员权限。
• 用于启动车辆的钥匙和发射器是唯一一把管理员

钥匙（通常必须至少有一把管理员钥匙）。
• 免钥匙启动的车辆：免钥匙启动发射器不在中控

台内的备用槽中。参见锁定和解锁(页码38)。
• SecuriLock被动防盗系统被禁用或进入无限制

模式。

• 用于启动车辆的钥匙或发射器没有管理员权限。
• 无法创建MyKey。 参见正在创建一个MyKey

(页码 34)。

无法编程可选设置。

• 用于启动车辆的钥匙或发射器没有管理员权限。
• 无法创建MyKey。 参见正在创建一个MyKey

(页码 34)。

无法清除MyKey。

从授权经销商处购买新钥匙。唯一一把管理员钥匙丢失。

编程备用钥匙。 参见发动机防盗锁定系统 (页码
43)。

钥匙丢失。

MyKey里程没有累积。 • MyKey使用者没有使用MyKey。
• 管理员钥匙持有人清除MyKey并创建新的

MyKey。
• 已重新设置钥匙系统。

• 车辆启动时出现管理员遥控器。
• 无法创建MyKey。 参见正在创建一个MyKey

(页码 34)。

免钥匙遥控器没有MyKey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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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和解锁
您可以使用电动门锁控制按键或遥控器上锁和
解锁车辆。

电动车锁
电动门锁控制按键位于驾驶员和前排乘客车门
面板上。

E180791

解锁A
闭锁B

门锁指示灯
闭锁车门时，门窗装饰板上的LED灯点亮。关
闭点火开关后，LED灯保持点亮长达10分钟。

开关禁止
在使用电子装置闭锁车辆时，电动门锁按钮和
车内行李舱释放按钮将在20秒钟后不再运行。
要使这些按钮恢复功能，必须使用遥控器解锁
车辆，或开启点火开关。您可以在信息显示屏
上开启或关闭此功能。 参见一般信息 (页码
61)。

遥控控制器
您可以随时使用遥控器。行李箱打开按钮仅在
车速低于8 km/h时运行。
如果配备记忆座椅和后视镜位置，可将遥控器
挂接到这些位置。 参见记忆功能 (页码85)。

解锁车门（两级解锁）

E138629

按下按钮解锁驾驶员车门。
3秒内再次按下按钮以解锁所有车
门。转向指示灯闪烁。

按住遥控器上的上锁和解锁按钮持续3秒钟，
可在驾驶员车门解锁模式和所有车门解锁模式
之间切换。转向指示灯将闪烁两次，表示切换
至解锁模式。在驾驶员车门解锁模式下，按一
次解锁按钮只会解锁驾驶员车门。在所有车门
解锁模式下，按一次解锁按钮将解锁所有车门。
解锁模式适用于遥控器和智能进入钥匙。您也
可以在信息显示屏上更改模式。参见一般信息
(页码61)。

上锁车门

E138623

按下按钮上锁所有车门。转向指示
灯闪烁。
三秒内再次按下按钮以确保所有车

门关闭。所有车门和行李箱都关闭后，车门将
再次闭锁，喇叭鸣响且转向指示灯闪烁。

误锁
如果有任一车门或行李舱门未关闭，或配备防
盗警报系统或遥控起动的车辆的发动机舱盖未
关闭，则车辆喇叭将鸣响两次，且转向指示灯
不会闪烁。您可以在信息显示屏上开启或禁用
此功能。 参见一般信息 (页码61)。

打开行李舱

E138630

在3秒钟内按下按钮两次，打开行李
舱。

确保在驾驶车辆前已经关闭并闩上行李舱。物
体可能会从未闩上的行李舱掉落。未闩上的行
李舱可能会阻碍您的后视视线。

激活智能进入功能
您必须在距离车辆1米的范围内使用智能进入钥
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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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门旁边时
拉外侧车门把手以解锁并打开车门。确保没有
碰到把手顶端的门锁感应器。

E180792

触动车门把手顶端以锁上车辆。再次解锁车辆
之前，可能有短暂的延迟。
注意:保持门把手表面清洁，以避免操作故障。

在行李舱旁边时

E175208

按下隐藏在车牌照上方的外部释放按钮。

智能解锁
此功能有助于防止您无意中锁上车内乘客舱或
行李舱内的智能进入钥匙。
当您使用电动闭锁功能闭锁车辆（车门打开、
车辆已驻车且点火开关已关闭）时，关闭所有
车门后，汽车将在乘客舱内搜寻智能进入钥匙。
如果找到一把智能进入钥匙，所有车门将立刻
解锁，且汽车喇叭将鸣响两次，表示车内有智
能进入钥匙。

您可以临时关闭智能解锁功能，并故意将智能
进入钥匙锁进车内。为此，在关闭所有车门
后，采取下列方法闭锁车辆：
• 按下另一智能进入钥匙上的闭锁按钮。
• 使用手中的另一把智能进入钥匙，触碰把

手上的闭锁部位。
当您使用电动门锁控制打开任一扇前车门并闭
锁车辆时，如果出现如下状况，所有车门会闭
锁然后解锁：
• 点火开关开启。
• 点火开关关闭且车辆不在“驻车档（P）”。

自动重新闭锁
如果按下遥控器上的解锁按钮但未在45秒钟
内打开任何车门，则车辆将会闭锁并且发出警
报声。您可以在信息显示屏上开启或禁用此功
能。 参见一般信息 (页码61)。

自动闭锁功能
自动闭锁功能可在下列情况将闭锁所有车门：
• 所有车门关闭。
• 点火开关开启。
• 将档位切换至任何可使车辆移动的档位。
• 车速超过20 km/h。
发生如下情况时，自动闭锁功能将重复启用：
• 当点火开关打开且车速为 15 km/h时，您

打开再关闭任何车门。
• 然后车速超过20 km/h。

自动解锁功能
发生如下情况时，自动解锁功能将解锁所有车
门：
• 点火装置开启，所有车门均已关闭，并且

车辆以高于20 km/h的速度行驶。
• 车辆停下并将点火开关切换至关闭或附件

模式。
• 将点火开关切换至关闭或附件模式后的 10

分钟内打开驾驶员车门。
注意:如果您在关闭点火开关后且打开驾驶员车
门前使用电子装置闭锁车辆，则车门不会自动
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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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或禁用
注意:您可以单独启用或者禁用自动闭锁功能和
自动解锁功能之一。
您可以在信息显示屏内启用或停用这些功能，
或让授权经销商为您执行此操作。参见信息消
息 (页码68)。

钥匙片
朝车辆前方转动钥匙顶部一次以闭锁所有车门。
朝车辆后方转动钥匙顶部一次，仅解锁驾驶员
车门。 参见遥控器 (页码 30)。

闭锁单个车门
如果电动锁由于电池缺电而无法运行，请使用
图中所示位置的机械钥匙片闭锁单个车门。

E180643

左侧
沿顺时针方向转动以闭锁。

右侧
沿逆时针方向转动以闭锁。

解锁行李舱（仅限敞篷汽车）

E188353

如果电动行李舱盖开启系统由于电池缺电而无
法运行，请将后排座椅左侧椅背靠垫拉开，将
机械钥匙片插入钥匙槽，然后转动钥匙以使李
舱盖闩锁松开。

照明上车
使用远程进入系统解锁车门时，车内灯和部分
车外灯将被点亮。
在以下情况下，系统将熄灭车灯：
• 点火开关开启。
• 按下遥控器上的闭锁按钮。
• 持续点亮25秒钟。
车灯在如下情况不会熄灭：
• 使用车灯控制装置点亮时。
• 任一车门打开时。

照明离开
当所有车门关闭时，如果关闭点火开关，则车
内灯和部分车外灯将亮起。
在所有车门关闭且出现以下任一情况时，车灯
将熄灭：
• 25秒钟过后。
• 按下“启动/停止（START/STOP）”按

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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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电装置
如果门控灯、顶灯或前大灯保持亮起，则在点
火开关关闭后10分钟，蓄电池节电器将熄灭这
些车灯。

智能钥匙专用的附件模式蓄电池节电器
如果车辆的点火开关处于开启状态，此蓄电池
节电器将在检测到蓄电池耗能至一定量后或在
45分钟后关闭点火开关。

行李舱
从车内

E188015

按下仪表板上的按钮打开行李舱。

按下后排座椅后面的侧面装饰板上的按钮打开
敞篷汽车的行李舱（如果配备）。

使用摇控器

E138630

在三秒钟内按两次按钮解锁行李舱。

从车外

E175208

按下车牌照上方的释放按钮打开行李舱。车辆
必须解锁，或者距离行李舱1米（3英尺）内有
摇控器。

内部行李厢释放

警告
保持车门及行李舱上锁状态，并使钥匙
和远程发射器远离孩童。监管之外的儿
童可能会将自己锁在行李箱内，并可能

受到人身伤害。家长应教导儿童不要在车内玩
耍。

请勿将儿童或动物留在无人看管的车内。
天气炎热时，行李舱或汽车内部的气温
会迅速升高。将人或动物置于车内高温

环境下，即使很短的时间也会导致死亡或严重
灼伤，包括脑损伤。对幼小的儿童来说会更加
危险。

您的汽车配备有释放把手，可在儿童和成人被
锁在行李舱内时助其逃出。
成人应详细了解释放把手的操作过程和位置。

41

Mustang (), zhCHN

锁

www.inhauto.com



E144403

释放把手位于行李舱内部，位于行李舱门（盖）
上或者尾灯附近。释放把手所用的材料，使其
在被短暂置于外界光源后，就可以在黑暗环境
中发出数小时的亮光。
在行李舱内拉动把手并往上推起行李舱门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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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防盗锁定系统
注意:该系统与非福特出售的遥控启动系统不兼
容。使用这些系统可能导致车辆起动问题与丧
失安全保护。
注意:如果在发动机起动时，同一钥匙链上的金
属物品，电子设备或第二把编码钥匙了过于靠
近车辆钥匙，可能会导致车辆起动困难。启动
车辆时，防止这些物体接触密码钥匙。如出现
问题，关闭点火开关，将钥匙链上的所有物体
移离密码钥匙，并重新启动车辆。
注意:不要将备用的编码钥匙留在车内。离车
时切记带走钥匙并锁定所有车门。

SecuriLock
除非您使用针对您的车辆匹配的密码钥匙，否
则该系统将防止车辆启动。使用错误钥匙会无
法启动车辆。信息显示屏上将显示一条消息。
如果您使用正确的密码钥匙无法启动车辆，说
明钥匙未正常工作。信息显示屏上将显示一条
消息。

进入警戒状态
关闭点火开关后，您的车辆会立即进入准备警
戒状态，锁定车辆进入警戒状态。

自动解除
使用密码钥匙打开点火开关时会解除车辆警戒
状态。

备用钥匙
注意:您的车辆配有两把智能进入钥匙。
智能进入钥匙的功能与已匹配的钥匙相同，可
操控驾驶员侧门锁，通过按钮启动系统激活智
能进入功能，同时也发挥遥控器作用。
如果已匹配的发射器丢失或被盗且无额外的密
码钥匙，需将车辆拖至授权经销商处。您需要
将钥匙密码从汽车中清除，并匹配新的密码钥
匙。
将另外一把已匹配的钥匙存放在车辆以外的安
全地点，以免带来不便。可在授权经销商处购
买另外的备用或替代钥匙。

匹配备用智能进入钥匙
注意:最多可对您的汽车匹配4把智能进入钥
匙。
车内须有2把之前已匹配的智能进入钥匙，并将
新的未匹配的智能进入钥匙放在身边。如果2
把之前已匹配的钥匙不可用，请联系授权经销
商匹配备用钥匙。
开始此程序前请确保车辆已熄火。开始前确保
所有车门已关闭，且在程序过程中一直保持关
闭状态。在起动程序后的30秒内执行所有步
骤。如果程序的任何步骤出错，请停止并等候
至少1分钟，然后重新开始。
开始操作前请阅读并了解完整程序。

E174956

1. 从杯托中拆下橡胶垫 (A)。将第一把已匹
配的钥匙插入杯托底部的备用槽 (B)内，
然后按下按钮点火开关。

2. 等待5秒钟，然后再次按下按钮点火开关。
3. 取出智能进入钥匙。
4. 在10秒内，将第二把已匹配的智能进入钥

匙插入备用槽。按下按钮点火开关。
5. 等待5秒钟，然后再次按下按钮点火开关。
6. 取出智能进入钥匙。
7. 将未匹配的智能进入钥匙插入备用槽内，

并按下按钮点火开关。
此时匹配完成。确认遥控功能运行，且可以使
用新的智能进入钥匙启动您的车辆。
如果匹配未能成功，请等候10秒，然后重复步
骤1至7。如果仍未能成功，请将汽车拖至授权
经销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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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盗报警器 (如有配备)

该系统会对未经授权进入车辆的行为发出警告。
如果未使用有效钥匙、遥控器或免钥匙系统开
启任何一扇车门、后备厢或者发动机舱，均会
触发该系统。
警报激活期间，如果出现未经授权进入车辆的
行为，转向灯会闪烁，报警器会鸣响。
如果您的车辆警报器有任何潜在问题，请带上
所有遥控装置到授权经销商处进行检查。

进入警戒状态
车辆中无钥匙时警报激活。电子锁定车辆以激
活警报。

解除警报
可以通过以下行为解除警报：
• 通过遥控器或者免钥匙系统解锁车门或者

行李厢。
• 打开点火开关或启动车辆。
• 使用钥匙在驾驶侧车门解锁车辆，然后在

12秒内打开点火开关。
注意:按下遥控器上的按钮可以使警报声和闪烁
的转向灯停止，但不能解除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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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方向盘

警告
车辆行驶时，严禁调整方向盘。

注意:确保您乘坐在正确的位置上。 参见正确
的坐姿 (页码83)。

E176634

1. 解锁转向柱。
2. 调节方向盘到需要的位置。

E176635

3. 锁止转向柱。

音响控制 (如有配备)

下列功能可通过控制键进行操作：

E174583

增大音量A
向上搜索、下一首或结束对话B
降低音量C
向下搜索、上一首或接听来电D
媒体E

媒体
反复按下此按钮，在可用音频源中滚动。

搜索，向下或向上
按下搜索按钮：
• 在收音机频段中上下选择预设好的电台。
• 播放下一曲目或上一曲目。
按住搜索按钮：
• 上下搜索收音机频段。
• 搜索整个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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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控制 (如有配备)

E174584

C

D

B

A

结束通话。A
接听通话。B
语音识别。C
静音。D

参见MyFord Touch™ (页码 177)。 参见
MyFord Touch™ (页码 177)。

巡航控制

E174594

信息显示器控制

E174595

参见信息显示 (页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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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风玻璃雨刷
注意:在打开挡风玻璃雨刮器前，确保挡风玻璃
已完全除霜。
注意:确保在清洗车辆前关闭挡风玻璃雨刮器。
注意:当雨刮器刮水片开始在挡风玻璃上留下纹
路和污迹时，清洗挡风玻璃和雨刮器刮水片。
如果仍未解决问题，则更换新的雨刮片。
注意:严禁在挡风玻璃干燥的情况下操作雨刮
片。这可能会刮花玻璃，损坏雨刮片或烧坏雨
刮马达。在玻璃干燥时如需开启雨刮，请使用
挡风玻璃清洗器。

E173728

单次刮刷A
间歇刮刷B
标准刷动C
高速刮刷D

间歇刮刷

E173729

最短刮水间隔时间A
间歇刮刷B
最长刮水间隔时间C

使用旋钮可以调节间歇刮刷的时间间隔。

车速感应式雨刮
刮刷间隔随车速的增加而缩短。

自动刮水器 (如有配备)

该功能采用了雨量传感器。您可在车内后视镜
的周围区域内找到。雨量传感器监视挡风玻璃
上的水量并自动打开雨刮器。该传感器将根据
它在挡风玻璃上检测到的水量来调节雨刮器的
刮水速度。您可以在信息显示屏中开启和关闭
该功能。 参见一般信息 (页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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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73730

最高灵敏度A
开启B
最低灵敏度C

使用控制旋钮调节雨量传感器的灵敏度。总共
有六个灵敏度设置。将控制旋钮设为低灵敏度
（第一档），雨刮器会在挡风玻璃上存在大量
水气时开启。将控制旋钮设为高灵敏度（第六
档），雨刮器会在挡风玻璃上存在少量水气时
开启。
保持挡风玻璃外部清洁。雨量传感器非常灵
敏。如果后视镜周围区域脏污，则雨刮器可能
会在尘土、雾或昆虫落到挡风玻璃上时工作。
在潮湿的天气条件下或冬天在冰、雪、盐雾覆
盖的路面上行驶时可能会导致不断地意外刮水
或摆动操作。您可以进行如下操作以保持挡风
玻璃清洁：
• 降低自动雨刮器的灵敏度，以减小摆动幅

度。
• 切换为标准或高速刮水。
• 关闭自动雨刮器。
注意:在打开挡风玻璃雨刮器前，确保挡风玻璃
已完全除霜。
注意:确保在清洗车辆前关闭挡风玻璃雨刮器。
注意:当雨刮器刮水片开始在挡风玻璃上留下纹
路和污迹时，清洗挡风玻璃和雨刮器刮水片。
如果仍未解决问题，则更换新的雨刮片。
注意:如果您同时开启自动灯功能和自动雨刮
器，前大灯近光会在雨量传感器将挡风玻璃雨
刮器开启至正常刮水速度时自动开启。

挡风玻璃洗涤器
注意:储液罐内洗涤液不足时严谨操作洗涤器。
这将引起洗涤器泵过热。

E173731

将控制杆拉向您的同时洗涤器会喷洒洗涤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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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控制

E142449

关闭A
驻车灯，仪表板灯，牌照灯和尾灯。B
前照灯C

远光灯

E162679

向前推动控制杆打开远光灯。
再次向前推动控制杆或向您的方向拖动控制杆
关闭远光灯。

前照灯闪光

E162680

向您的方向轻拉控制杆并释放，前大灯闪烁。

自动灯 (如有配备)

警告
自动灯开关位置并不会在所有低能见度
条件下激活前照灯，例如白天起雾。在
所有能见度低的条件下，务必确保视情

况将前照灯切换为自动或开启模式。未遵照此
操作说明可能会导致撞车。

E142451

照明控制处于自动灯位置时，前照灯会在低光
照情况下或雨刮器启动的情况下自动亮起。

49

Mustang (), zhCHN

灯光

www.inhauto.com



若车辆配备以下装置，当照明控制处于自动灯
位置并在信息显示屏上开启这些装置时，其也
将启动：
• 可配置的日间行车灯。
• 自动远光控制。
• 自适应前照灯控制。
关闭点火开关后，前照灯要隔一小会再熄灭。
使用信息显示屏控制按键调节前照灯保持点亮
的时间。 参见信息显示 (页码61)。
注意:前照灯位于自动灯时，只有在车灯系统亮
起近光前照灯后才能开启远光前照灯。

挡风玻璃雨刮器启动的前照灯
挡风玻璃雨刮器启动的前照灯会在开启挡风玻
璃雨刮器且照明控制位于自动灯后的10秒内亮
起。它们将在关闭挡风玻璃雨刮器后大约60秒
内关闭。
在以下情况下，通过启动雨刮器不会使前照灯
亮起：
• 擦拭雾气期间。
• 在洗车期间开启雨刮器以清除洗涤液时。
• 若雨刮器处于间歇模式。
注意: 如果同时打开自动灯光和自动雨刷器，
当挡风玻璃雨刮器持续运行时，前照灯将自动
点亮。

仪表照明调光器
注意:如果断电或者放电，发光元件将切换到最
大设置。

配备前雾灯的车辆

E132712

重复按下或者长按，直至达到所需的亮度。

不配备前雾灯的车辆

A B

E165366

重复按下或者按住变昏暗。A
重复按下或者按住变明亮。B

前照灯延迟熄灭（伴我回家灯）
关闭点火开关，将转向控制杆拉向方向盘可以
开启前照灯。此时，您会听到一声短鸣。如有
车门未关，前照灯会在3min后自动熄灭；如所
有车门都已关闭，前照灯将在最后一扇车门关
闭后的30s自动熄灭。如果您需要取消该功能，
将转向灯再次拉向您身体位置方向或打开点火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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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昼行车灯 (如有配备)

警告
在能见度低的行驶条件下，日间行车灯
系统不会开启尾灯，且无法提供足够的
照明。此外，在所有能见度低的条件下，

例如白天起雾，自动启动灯开关位置都不会启
动前大灯。在所有能见度低的条件下，务必确
保视情况将前大灯切换为自动或开启模式。未
遵照此操作说明可能会导致撞车。

类型 1 -传统（标准设置）
当您将点火开关切换至开启位置且照明控制位
于关闭、自动启动灯或驻自动灯时，日间行车
灯将在前大灯熄灭时亮起。日间行车灯仅在前
大灯亮起时熄灭。

类型2 -可选设置
注意:如果配备该类型，您可以使用信息显示控
制按键开启或关闭日间行车灯。参见信息显示
(页码61)。
在信息显示屏上开启日间行车灯且在照明控制
位于自动启动灯位置的情况下将点火开关置于
开启位置时，日间行车灯将在前大灯熄灭时亮
起。
其他照明控制开关位置不会启动日间行车灯，
且可用于临时关闭自动启动灯控制。
如果在信息显示屏上关闭日间行车灯，其在所
有照明控制开关位置下均关闭。

前雾灯

警告
只能在雨雪或浓雾严重影响能见度时，
才需要使用前雾灯。

注意:打开自动大灯，如果自动大灯已开启前照
灯，则只能开启前雾灯。.

E132709

按下控制键开启或关闭雾灯。
灯光控制键位于除off外的任何位置，都可以开
启雾灯。

后雾灯

E132710

按控制键开启或关闭雾灯。
前雾灯或近光灯开启时，方可打开后雾灯。
注意:请仅于能见度低于50米时使用后雾灯。
注意:下雨或下雪时，不要使用后雾灯。
注意:如果开启自动灯，仅当自动灯开启前照灯
时，才能打开雾灯。

前照灯光束调节
注意:配备氙气大灯的车辆，具有前大灯自动水
平调节功能。.
1. 按下按钮后，按钮将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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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32711

1

2

2

2. 将控件旋转到所需设置。
3. 按下按钮到关闭位置。
根据您的车辆中搭载的负载，来调节前大灯的
水平。

推荐水平调整前大灯的开关位置

开关位置后备箱内负载负载

第二排座椅前座椅

0--1-2

0,5-22

1最大22

1最大-1

转向指示灯

E169255

将控制杆向上或向下推动控制转向灯。

注意:向上或向下轻推控制杆使转向灯闪烁三
次，提示变道。

迎宾灯 (如有配备)

野马投影灯
野马投影灯位于外后视镜壳体的底部。当迎宾
照明或照明进入开启时，会将影像投射在地面
上。
注意:迎宾灯透镜表面上的湿气、结霜和结冰或
其他类型的污染可能导致其暂时失真或光线亮
度降低。不要使用粗糙材料清洁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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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内灯
车灯会在以下情况中开启：
• 打开任一车门。
• 按下遥控器按钮。
• 按下阅读灯。

阅读灯

E175199

左侧阅读灯A
右侧阅读灯B

您可以通过按下按钮单独开启阅读灯。

环境照明 (如有配备)

您可以在信息显示屏内调节氛围灯光系统。参
见信息显示 (页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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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窗

警告
严禁将无人照看的小孩留在车内；严禁
让小孩玩弄电动车窗。否则可能导致严
重伤害。
关闭电动车窗前，应先确认在其运行区
域内没有障碍物，并确保小孩和宠物也
不在打开的车窗附近。

E180087

注意:只打开一扇车窗时，您可能会听见脉冲式
噪音。将对面的车窗略微降低可减小该噪音。
注意:使用单个控制键（如有配备）开启两侧后
车窗。
按下开关打开车窗。
提起开关关闭车窗。

一键下降
完全按下开关并释放。再次按下或提起开关，
车窗将停止下降。

一键上升
完全提起开关并释放。再次按下或提起开关，
车窗停止上升。

回弹
关闭时车窗将自动停止。如果车窗关闭时遇到
阻碍，会退回一段距离。

取消防夹功能

警告
取消防夹功能后，车窗遇到障碍物时不
会弹回。关闭车窗时务必小心，避免人
身伤害或损坏车辆。

向上拉住车窗开关，直到两秒钟内车窗到达弹
回位置。如无防夹保护，车窗将继续上行。如
果在完全关闭前释放开关，车窗高度将保持在
开关释放的位置。

附件延迟
在关闭点火开关后或有任一前门开启时，车窗
开关仍可使用几分钟。

全面打开 (如有配备)

点火开关关闭时，可使用遥控器来操纵车窗。
注意:您可以在信息显示屏内启用或停用该功能
或联系授权经销商。 参见一般信息 (页码
61)。
注意:要操作此功能，须保持附件延迟不被开
启。

开启车窗
您可以在解锁车辆后使用遥控器短时间开启车
窗。解锁车辆后，长按遥控器上的解锁按钮来
打开车窗。开始运转后，松开该按钮。按下锁
止或解锁按钮来停止运转。

车外后视镜
电动车外后视镜

警告
严禁在车辆行驶时调节后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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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76804

左侧后视镜A
调整控制按钮B
右侧后视镜C

要调整后视镜：
1. 选择您想调整的后视镜。一旦激活，控制

装置将亮灯。
2. 使用调整控制装置来调整后视镜的位置。
3. 再次按下后视镜控制装置。

折叠外后视镜
将后视镜推向车门玻璃。当将后视镜推回原位
时，确保它和支架完全啮合。

电动折叠后视镜 (如有配备)

E176805

按下控制器可朝向车窗玻璃折叠后视镜。再次
按下控制器可将后视镜向外折回至原位。

后视镜松动
如果电动折叠后视镜是通过手动方式折叠的，
则后视镜即使重新调整后也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在以下情况下需要重置后视镜：
• 后视镜在驾驶过程中晃动。
• 感觉后视镜松动。
• 后视镜未停留在折叠或展开位置。
• 其中一个后视镜未处于其正常的驾驶位置。
要重置电动折叠功能，请使用电动折叠后视镜
控制装置将后视镜展开。在重置电动折叠后视
镜时可能听到一声巨响。该声音是正常的。每
次手动折叠后视镜时，均可根据需要重复执行
此过程。

加热车外后视镜 (如有配备)

参见加热车窗和后视镜 (页码81)。

自动调光功能 (如有配备)

开启车内自动调光后视镜后，驾驶员侧车外后
视镜将自动调暗。

信号后视镜 (如有配备)

开启转向指示灯时，相应后视镜壳体的外部将
闪烁。

野马投影灯 (如有配备)

该车灯位于后视镜壳体底部。
该功能可将影像投射到车辆附近的地面上，可
为上下车提供照明。
注意:车灯透镜表面上的湿气、结霜和结冰（或
其他类型的污染）可能导致其暂时失真或光线
亮度降低。不要使用粗糙材料清洁镜面。

车内后视镜

警告
严禁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调整后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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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严禁使用含研磨剂、燃油或其他石油成分
或含氨基成分的清洁产品清洁后视镜镜面和镜
壳。
可以根据自身习惯调节车内后视镜。除标准旋
转点外，该后视镜还有第二个旋转点，可以将
后视镜上下或左右移动。

自动防眩目后视镜
注意:请勿阻挡内后视镜前、后的传感器。否
则可能会影响后视镜成像。后排中间的乘客或
者升高的后排中央头枕也可能阻挡光线到达传
感器。
为减少眩光，当检测到车后有强光时，后视镜
会自动变暗。当选择倒档时，后视镜会自动返
回正常反射以确保倒车时视线清晰。

遮阳板

E138666

向侧窗方向旋转遮阳板，并将其向后拉以遮挡
更多阳光。

带照明灯的遮阳板化妆镜

E162197

将盖子向上翻起打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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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

E174486

转速表A
信息显示屏B
车速表C
燃油表D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表E

信息显示屏
里程表
位于信息显示屏的底部。可存储车辆总计行驶
里程。

行程电脑
参见一般信息 (页码61)。

车辆设置和个性化
参见一般信息 (页码61)。

燃油表
注意:指示燃油箱中的燃油大约剩余量（点火开
关处于ON位时）。
当车辆处于行驶或爬坡状态时，油量表的显示
结果可能会略有差异。燃油图标和箭头指示车
辆的燃油加油口位于哪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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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加注燃油时，指针应向F移动。如果添加
燃油后指针指向E，表明您的车辆需要立即维
修。
加注燃油后，指针位置的以下变化属于正常现
象：
• 离开加油站后，指针到达F需要等待一小

段时间。这是正常现象，取决于加油站路
面的坡度。

• 加注至油箱的燃油量稍微少于或多于仪表
显示值。这是正常现象，取决于加油站路
面的坡度。

• 如果加满油箱前加油站的油枪关闭，则使
用其他油枪。

低燃油油位提醒

没有续航里程显示的车辆
燃油表指针位于1/16时，低燃油油位提醒将触
发。

带有续航里程显示的车辆
当燃油表指针位于1/16处或续航里程约为56公
里时（以先到者为准），低燃油油位提醒将触
发。

变量：
注意:低燃油警告和续航里程警告会在不同的燃油表位置处出现，取决于燃油经济性条件。该变量
属于正常现象。

续航里程燃油表位置驾驶类型（燃油经济性条件）

56公里至129公里1/16th高速公路行驶

16公里至56公里1/16th-1/4恶劣环境行驶（拖车牵引、怠速
延时）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表
警告

严禁在发动机运转或温度较高时打开冷
却液储液罐盖。

指示发动机冷却液温度。正常工作温度下，液
面指示器的变动处于正常范围内。如果发动机
冷却液温度超出正常范围，请立刻安全停车并
关闭发动机待其冷却。

警告灯和指示灯
以下警告灯和指示灯在车辆状况变严重前起到
提示作用。在启动车辆时一些警告指示灯会点
亮以检测系统是否正常运行。启动车辆后，如
果仍有警告灯/指示灯点亮，请参考相应的系统
警示灯章节获取进一步信息。

注意:一些警告灯和指示灯显示在信息显示屏
中，但一些功能却和警告灯一样在启动车辆后
不再显示。

智能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 (如有配备)

E144524

速度控制系统指示灯将变换颜色来
表示系统正处于哪种模式：参见使
用巡航控制 (页码 112)。

开启（白灯）：当智能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开
启时亮起。当速度控制系统关闭时熄灭。
运行（绿灯）：当智能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运
行时亮起。当速度控制系统未运行时熄灭。

>防抱死制动系统
如果ABS警告灯在车辆行驶中点亮，
表明系统出现故障。除非制动系统
警告灯亦亮起，否则您可以继续使

用正常制动系统（无防抱死制动系统）。请立
即联系授权经销商检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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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
如果驾驶过程中该指示灯亮起，则
表明存在故障。关闭所有不必要的
电气设备，并立即联系授权经销商

检查该系统。

后视镜盲点监测功能 (如有配备)

E151262

当您关闭此功能时该指示灯亮起，或
伴随出现一条信息。 参见信息消息
(页码68)。

制动系统

E144522

在点火开关开启的情况下施加驻车
制动时亮起。
如果该指示灯在驾驶车辆时点亮，

需检查是否施加了驻车制动器。如果未施加驻
车制动，则表明制动液液位过低或制动系统存
在故障。请立即联系授权经销商检查系统。

警告
警告灯亮起的情况下驾驶车辆属危险行
为。制动性能会显著降低。该情况会造
成车辆制动距离延长。立即联系授权经

销商检查车辆。车辆在施加驻车制动的情况下
长距离行驶会导致制动失效与增加人身伤害的
风险。

定速巡航控制 (如有配备)

E71340

当打开此功能时亮起。

转向指示灯
左右转向信号灯或危险警告灯打开
时亮起。如果指示灯常亮或快速闪
烁，请检查灯泡是否已烧坏。 参见

更换灯泡 (页码 139)。

车门未关
在点火开关开启且任一车门未完全
关闭时显示。

发动起冷却液温度
当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过高时亮起。
尽快停车，并关闭发动机使之冷却。
参见发动机冷却液检查(页码134)。

发动机润滑油
如果在发动机运转时或在驾驶过程
中亮起，则表明出现故障。请尽快
安全停车并关闭发动机。检查发动

机油油位。 参见机油检查 (页码 134)。
注意:如果此警告灯点亮，即便油位正常，也不
能继续行驶。立即联系授权经销商检查系统。

系紧安全带
该警告灯会亮起，并发出蜂鸣声，
提示您系紧安全带。 参见座椅安全
带提醒装置 (页码 21)。

前部安全气囊
如果在启动车辆时该警告灯未亮起，
持续闪烁或常亮，则表明出现故障。
请立即联系授权经销商检查系统。

前雾灯 (如有配备)

当开启前雾灯时亮起。

平视显示器 (如有配备)

E156133

使用自适应定速巡行控制或前向碰
撞预警系统时，在特定距离内，挡
风玻璃上将亮起红色光束。当启动

车辆时亦会立即亮起以检测显示器是否工作正
常。

高度光
当您打开远光灯时亮起。当使用前
照灯闪光时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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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油位过低
当燃油油位过低或油箱几乎变空时
亮起。请尽快加注燃油。

轮胎压力过低警告
当轮胎压力过低时亮起。如果该指
示灯在发动机运转或行驶时持续亮
起，需尽快检查轮胎气压。

当开启点火开关时也会立即亮起以确认该灯是
否运行正常。如果在开启点火开关后该灯未点
亮或开始闪烁，请立即联系授权经销商检查系
统。

驻车灯
当打开驻车灯时亮起。

后雾灯
当开启后雾灯时亮起。

发动机故障指示灯
如果发动机故障指示灯在发动机启
动后持续点亮，表明车载诊断系统
（OBD）检测到车辆排放控制系统

存在故障。更多与车辆维修相关的信息，请参
见“燃油和燃油加注”章节的车载诊断部分。 参
见排放控制系统 (页码96)。

如果该指示灯闪烁，说明正在发生发动机缺火
情况，并可能会损坏催化转化器。采用温和的
驾驶方式（避免急加速和急减速）并立即维修
车辆。

警告
在发动机熄火环境，废气过热可能损坏
催化转化器，燃油系统，车内地板覆盖
物或其他车辆部件，甚至引发火灾。立

即请授权经销商维修您的车辆。

在发动机启动之前首先开启点火开关时，发动
机故障指示灯点亮以进行灯泡检查，并提示车
辆是否做好检查/维修（I/M）测试准备。
通常，发动机故障指示灯会一直点亮直到发动
机运转，然后在系统没有故障时自动关闭。然
而，如果15秒后发动机故障指示灯闪烁8次，
说明车辆还没做好I/M测试准备。 参见排放控
制系统 (页码96)。

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

E138639

当系统激活时闪烁。如果开启点火
开关时该指示灯常亮或未亮起，表
明出现故障。发生故障时，系统会

自动关闭。立即联系授权经销商检查系统。参
见使用稳定控制 (页码 105)。

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关闭
关闭系统时，发动机故障指示灯会
点亮。在重新开启系统或开启点火
开关时，发动机故障指示灯将熄灭。

参见使用稳定控制 (页码 105)。

声音警告和提示
无钥匙警报器
当携带智能进入钥匙离开车辆，但车辆处于运
行状态时，喇叭响两次，提示车辆仍处于运行
状态。

前大灯开启警告音
当您在前大灯或驻车灯点亮时，若将钥匙从点
火开关上拔出并打开驾驶员车门，警告音会响
起。

驻车制动器开启警告音
若未释放驻车制动器便驾驶车辆，警告音会响
起。如果警告音在释放驻车制动器后仍然在
响，请立即联系授权经销商进行系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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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警告
驾驶车辆时分心，可能导致车辆失控、
碰撞并造成人员伤害。在使用任何会分
散您对道路交通注意力的设备时，我们

强烈建议您一定要加倍小心。安全驾驶车辆是
您的首要职责。我们建议您在驾驶时不要使用
任何手持式设备，而应尽可能使用语音控制系
统。请确保您了解当地适用的法律对于驾驶时
使用电子设备的规定。

可使用方向盘上的信息显示控制，对各种汽车
系统进行控制。相应的信息显示在信息显示屏
上。

信息显示控制按钮

E174488

• 按下上下箭头按钮，以滚动并突出显示菜
单内选项。

• 按下右箭头按钮进入子菜单。
• 按下左箭头按钮退出菜单。
• 任何时候按住左箭头按钮返回到菜单主页

面（ESC退出键）。
• 按下OK按钮，选择并确认设置或消息。

主菜单
• 仪表模式
• 里程/油耗
• Track Apps
• 辅助驾驶
• 设置
注意:有些可选配置可能显示会略有不同或显示
不全。

仪表模式
使用箭头按钮在下列仪表选项之间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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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模式

续航里程 - XXX英里

胎压–胎压请求屏幕

显示为模拟仪表空/燃比表压详细信息

压力/真空

气缸盖

入口空气

机油压力

显示为模拟仪表油温

变速箱温度

电压

注意:为提供实时值，部分仪表在正常操作期间
比起其他仪表会显示更大的数值波动。
部分仪表以标准测量值显示。公制类似。

胎压

E182200

显示车辆当前胎压

空/燃比

E174490

显示发动机的当前油气混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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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真空（如有配备）

E174496

显示真空或压力。

气缸盖

E174491

显示发动机气缸盖温度。

入口空气

E174492

显示冷空气进气管内的空气温度。

油温

E174493

显示发动机油温度。如果温度上升至红色区
域，请在安全地点停车以待车辆冷却。如果问
题仍然存在，请联系授权经销商。

变速箱温度（仅自动变速箱）

E174494

显示变速箱油液工作温度。如果温度上升至红
色区域，请在安全地点停车以待变速箱冷却。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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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

E174495

显示车辆的蓄电池电压如果电压持续过高或过
低，请联系授权经销商。

里程/油耗
使用箭头按钮在下列里程选项之间进行选择。

里程/油耗

里程1或里程2 -里程定时器、里程距离、mi to E和平均mpg

瞬时油耗油耗

平均MPG

续航里程

最近30分钟油耗历史

平均油耗

续航里程

平均车速

注意:按住OK键以重置当前显示的信息。

里程定时器
记录每个行程时间。

行车距离
记录单次行程的里程数。

续航里程
显示在燃油耗尽前车辆的大约可行驶距离。

平均油耗
显示基于时间的平均燃油使用量。

瞬时油耗
显示瞬时燃油使用量。

油耗历史
以条形图显示基于时间的燃油使用量。在30分
钟的行驶期间，该条形图会基于每分钟燃油消
耗量进行更新。

Track Apps

警告
TrackApps仅供赛车使用。请切记再先
进的技术也无法取代物理定律。在某些
情况下，驾驶员输入不当会造成车辆失

控。无视路况随意驾驶可能会导致车辆失控，
进而增加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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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TrackApps仅供赛车使用。TrackApps
不用于其他任何行驶条件。
注意:在车辆完全停止前，无法查看或清除结
果。显示屏菜单上的向右箭头会停用。如果在
赛车时车辆为到达160km/h(100mph),显示
屏会显示1/4英里结果。

注意:在使用track apps或关闭advancetrac
时，系统会停用碰撞预警系统。

Track Apps

显示为模拟仪表加速计

自动开始或倒计时开始0-50 km/h (30MPH)加速定时器

100 km/h(0-60MPH)

200 km/h (0-100MPH)

0-200m (1/8Mile)

0-400m (1/4Mile)

100km/h (60-0MPH)制动性能

200km/h(100-0MPH)

启动控制 -勾选启用或未勾选停用启动控制

RPM设定值转速

线锁

加速定时器查看/清除结果

制动性能

制动性能

清除已保存数据

清除所有时间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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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计

E174498

显示车辆的加速度或减速度。

红点会朝向加速区域或减速区域移动。
• 左加速或减速-在向左侧加速或减速时，红

点会向加速计的右侧移动。
• 右加速或减速-在向右侧加速或减速时，红

点会向加速计的左侧移动。

加速定时器
显示车辆的加速度。

1. 选择理想车速或距离。
2. 选择自动开始或倒计时开始。
3. 按照屏显提示操作。

制动性能
显示车辆的减速度。
1. 选择理想车速已开启记录数据。
2. 按照屏显提示操作。

启动控制（如有配备）
从静态起步开始最大化牵引力。

线锁
锁定前制动器，而允许后轮自由转动。

查看/清除结果
查看和清除有关加速计、加速定时器和制动性
能的最近保存的结果。

辅助驾驶
使用箭头按钮可以配置不同的驾驶员设置选项。
注意:某些可选的项目可能不会显示。

辅助驾驶

Advancetrac - 勾选启用或未勾选停用

自动关闭引擎–勾选启用或未勾选停用

盲区信息 (BLIS) - 勾选启用或未勾选停用

开启 -勾选启用或未勾选停用前向碰撞预警

高、标准或低灵敏度

两侧来车警告 -勾选启用或未勾选停用

自适应或标准定速巡航控制

斜坡起步辅助 -勾选启用或未勾选停用

后方泊车辅助 -勾选启用或未勾选停用

请求屏幕弹出安全带监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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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使用箭头按钮可以配置不同的驾驶员设置选项。
注意:某些可选的项目可能不会显示。

设置

简易进入/退出 -勾选启用或未勾选停用汽车

关闭或XXX秒前照灯延时灯光

日间行车灯 -勾选启用或未勾选停用

自动解锁 -勾选启用或未勾选停用车锁

误锁 -勾选启用或未勾选停用

重锁 -勾选启用或未勾选停用

所有车门或首先驾驶员侧遥控解锁

开关抑制 -勾选启用或未勾选停用

按住OK键复位机油寿命重设

驻车锁控制 -勾选启用或未勾选停用

自动或最近设置空调控制遥控启动

自动或关闭座椅

5分钟、10分钟或15分钟周期

系统 -勾选启用或未勾选停用

1 - 4年轮胎移动装备

遥控开启或关闭 -勾选启用或未勾选停用车窗

重复雨刮一次或雨量感应 -勾选启用或未勾选停用雨刮器

冰蓝色、白色、绿色、紫色、蓝色、橙色、红色或
MyColor 1 - 3

仪表颜色MyColor

车内照明 -勾选启用或未勾选停用车内照明

高或低车内照明暗

冰蓝色、白色、绿色、紫色、蓝色、
橙色、红色或MyColor 1 - 3

车内照明颜色

R、G或B设置MyColor 1
- 3

设置MyColor

XMyKeys, XXXMyKey英里和X普通钥匙MyKey状态My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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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按住OK键以创建MyKey创建MyKey

一直开启或用户选择紧急救援

一直开启或用户选择AdvanceTrac

一直开启或用户选择拒绝接听来电

65、70、75、80MPH或关闭最高限速

45、55或65MPH或关闭限速警告设定

音量限制 -勾选启用或未勾选停用

按住OK键清除MyKey清除MyKey

英里&加仑、L/100km或km/L距离显示设置

华氏度 (°F)或摄氏度 (°C)温度

psi或kPa轮胎压力

语言1 - 4 -按住OK键设置语言

信息消息
注意:根据车辆选项和仪表板类型的不同，并不
会显示所有信息，或者说并非所有信息均可用。
信息显示可省略或缩短某些信息。

E174595

按OK键确认或删除信息显示屏上的某些信息。
信息显示屏将在不久后自动删除其他信息。
进入菜单前，需要确认某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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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定速巡行控制系统

采取措施信息

雷达故障防止起动自适应定速巡航控制。 参见使用巡航控制 (页码
112)。

自适应定速巡航故障

存在某种状况使自适应定速巡航无法正常运行。参见使用巡航控制
(页码 112)。

自适应定速巡航不可用

由于恶劣的天气、或雷达传感器前方的冰、泥或水，使得传感器受
阻。您可清洁传感器，解决此问题。参见使用巡航控制(页码112)。

自适应定速巡航不可用，传
感器受阻，参阅手册

该系统已禁用自动制动。标准定速巡航控制自动制动
关闭

雷达故障防止起动自适应定速巡航控制。前传感器未对准

自适应定速巡航已恢复传动器控制。自适应定速巡航-驾驶员恢
复控制

车速太低，无法激活自适应定速巡航控制。自适应定速巡航速度太低无
法激活

自适应定速巡航正在自动调整间隔距离，驾驶员需要换至较低档位。自适应定速巡航降速

AdvanceTrac™

采取措施信息

由于传感器受阻，该系统检测到故障。维修AdvanceTrac

驾驶员已禁用或启用牵引力控制系统。AdvanceTrac关闭/开启

系统处于运动模式。AdvanceTrac运动模式

安全气囊

采取措施信息

由于传感器受阻，该系统检测到故障。去除阻碍物。乘客感应器，请移走副驾驶
座位附近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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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音

采取措施信息

未经许可进入触发警报。 参见防盗报警器 (页码44)。车辆警报，发动车辆，解除
警报

所有周边传感器激活。 参见防盗报警器 (页码44)。防盗系统所有传感器周边感
测

蓄电池与充电系统

采取措施信息

充电系统需要维修。如持续或继续发出警报，请联系授权经销商。检查充电系统

充电系统需要维修。如持续或继续发出警报，请联系授权经销商。尽快维修充电系统

充电系统需要维修。尽快联系授权经销商。充电系统立即维修

蓄电池管理系统断定电池电量是否低。尽快关闭点火开关，以保护
电池。车辆重新起动且蓄电池电量恢复后，该信息即被清除。

电池充电状态低

当蓄电池管理系统检测到延长的低电压情况。车辆将禁用各种功能，
以便保护蓄电池。关闭尽可能多的电气负荷，尽快提高系统电压。

如系统电压恢复，则禁用的功能将再次正常运行。

电池电量低，功能临时关闭

蓄电池管理系统断定电池电量是否低。尽快关闭点火开关，以保护
电池。车辆重新起动且蓄电池电量恢复后，该信息即被清除。关闭

不必要的电气负荷将使蓄电池电量更快恢复。

关闭电源，以节约电池电量

盲区信息与倒车碰撞预警系统

采取措施信息

系统发生故障。尽快联系授权经销商。盲区系统故障

系统传感器受阻。 参见转向 (页码 113)。盲区信息 (BLIS)不可用，
感应器阻塞，参阅手册

盲区信息系统与倒车碰撞预警系统传感器受阻。 参见转向 (页码
113)。

两侧来车不可用，感应器阻
塞，参阅手册

系统发生故障。尽快联系授权经销商。倒车碰撞系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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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向碰撞预警系统

采取措施信息

系统发生故障。尽快联系授权经销商。 参见驾驶辅助 (页码113)。碰撞预警故障

由于恶劣的天气、或雷达传感器前方的冰、泥或水，使得传感器受
阻。您可清洁传感器，解决此问题。 参见驾驶辅助 (页码 113)。

碰撞预警不可用，感应器阻
塞，参阅手册

系统发生故障。尽快联系授权经销商。 参见驾驶辅助 (页码113)。碰撞预警不可用

车门与车锁

采取措施信息

所列车门未完全关闭。某个车门未关

后备箱未完全关闭。后备箱未关

引擎盖未完全关闭。引擎盖未关

该系统已禁用车门开关。开关切换禁用安全模式

燃油

采取措施信息

燃油液位低的早期提醒。燃油液位低

在燃油加油口未正确关闭时。检查燃油加油口

坡道起步辅助

采取措施信息

坡道起步辅助不可用。请联系授权经销商。 参见坡道起步辅助 (页
码 102)。

坡道起步辅助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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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匙与智能进入

采取措施信息

当起动车辆时，显示踩下制动踏板提醒。踩下制动踏板以起动

该系统没有检测到车内钥匙。 参见免钥匙起动 (页码90)。未检测到钥匙

当按下起动/停止按钮以关闭发动机，但在车内未探测到智能进入钥
匙。

请立即重起否则将需要智能
钥匙

车辆处于辅助点火状态。辅助电源激活

车辆启动系统发生故障。联系授权经销商维修。启动系统故障

您已为系统成功编程智能启动钥匙。钥匙编程成功

您未能为系统编程智能进入钥匙。钥匙编程失败

您已为系统编程最多钥匙数。最多识别钥匙数

您为系统编程钥匙数不够。识别的钥匙数不够

钥匙电池电量低。尽快更换钥匙电池。钥匙电池电量低，立即更换

当发动机开启的情况下驾驶员下车时，显示提醒。发动机开启

维修

采取措施信息

尽可能安全地停车，然后关闭发动机。检查油面高度。如发动机运
转时持续或继续发出警报，请尽快联系授权经销商。

引擎机油压力低

发动机机油寿命剩余10%或更少。 参见机油检查 (页码 134)。立即更换机油

机油寿命剩余0%。 参见机油检查 (页码 134)。需更换油

制动液液位低，且应立即检查制动系统。 参见制动液检查 (页码
137)。

制动液液位低

制动系统需要维修。将车辆停靠在安全位置。请联系授权经销商。检查制动系统

您的车辆仍处于运输或出厂模式。这可能会造成某些功能无法正常
运行。详情咨询授权经销商。

运输模式/出厂模式

动力系统出现故障，需要维修。参阅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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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Key

采取措施信息

您无法编程MyKey。未创建MyKey

MyKey激活。MyKey激活，安全驾驶

起动车辆且MyKey在使用中时，显示开启MyKey限速。限速至XX km/h

使用MyKey并开启MyKey限速，同时车辆接近130 km/h。接近车辆最高速度

您已达到MyKey的限速设置。车辆处于Mykey设定最高速
度

您有一个激活的MyKey和编程设置限速。检查车速安全驾驶

MyKey使用时，打开安全带提醒器。系上安全带解除音响静音

MyKey使用时，AdvanceTrac开启。AdvanceTrac开启 -
MyKey设定

MyKey使用时，牵引控制系统开启。牵引控制开启-MyKey设定

MyKey使用时，驻车辅助始终开启。MyKey泊车辅助无法取消
激活

驻车辅助

采取措施信息

系统检测到需要维修。请联系授权经销商。 参见泊车辅助 (页码
108)。

检修后泊车辅助

显示泊车辅助状态。后泊车辅助开启/关闭

驻车制动

采取措施信息

您已设置驻车制动，您以4.83kph以上的车速驾驶。如松开驻车制
动后仍持续发出警报，请联系授权经销商。

驻车制动已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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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启动

采取措施信息

遥控启动后，会提示踩下制动器并按下启动按钮以驾驶车辆。要驾驶：踩刹车并按启动按
钮

座椅

采取措施信息

驾驶时，显示记忆座椅不可用的提醒。驾驶中不允许记忆位置恢复

显示您保存记忆设置的位置。记忆位置X已保存

启动系统

采取措施信息

在启动车辆时会提示踩下制动踏板。踩刹车启动

在启动车辆时会提醒踩下离合器。踩离合器以启动

当试图起动车辆时，起动机超出起动时间。启动时间过长

起动机试图起动车辆。引擎启动暂停请等待

系统已取消即将起动。暂停启动已取消

转向系统

采取措施信息

动力转向系统检测到需要维修的情况。详情咨询授权经销商。转向故障立即维修

动力转向系统未运行。将车辆停靠在安全位置。请联系授权经销
商。

转向失效请安全停车

动力转向系统检测到动力转向系统、被动式进入或被动式起动系统
需要维修。请联系授权经销商。

转向辅助故障，需要维修

转向锁系统检测到需要维修的情况。详情咨询授权经销商。转向锁故障请立即检修

在启动车辆以解锁转向柱的同时，需要转动方向盘。转向柱转向锁启动车辆时转
动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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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压力监控系统

采取措施信息

车辆上一个或多个轮胎压力低。参见轮胎压力监控系统(页码154)。胎压低

轮胎压力监测系统故障。如持续或继续发出警报，请联系授权经销
商。 参见轮胎压力监控系统 (页码 154)。

胎压监测故障

胎压传感器故障，或使用备用轮胎。 参见轮胎压力监控系统 (页码
154)。 如持续或继续发出警报，请尽快联系授权经销商。

胎压传感器故障

牵引力控制

采取措施信息

关闭或开启牵引力控制系统后的状态。 参见使用牵引力控制 (页码
104)。

牵引力控制关闭/牵引力控
制开启

发生回旋滑行，危险警告灯开启。检测到回旋滑行，危险警告
灯开启

变速器

采取措施信息

详情请咨询授权经销商。变速箱故障立即维修

变速箱温度过热，需要冷却。尽快在安全处停车。变速箱温度过热安全停车

变速箱温度过热，需要冷却。尽快在安全处停车。变速箱温度过热安全停车

详情请咨询授权经销商。变速箱需要维修

变速箱变热。停车使其冷却。变速箱太热请踩刹车

当变速箱过热且功能被限制时显示。 参见自动变速器 (页码98)。变速箱功能受限，参阅手册

变速器过冷。驾驶前请等待变速箱预热。变速箱预热中请等待

显示切换到驻车档的提醒。变速箱不在P档

提示踩下制动踏板以挂档。踩刹车踏板

当变速箱调节换档策略时显示。变速箱已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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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措施信息

当变速箱调节换档策略时显示。变速箱Adapt Mode

当变速杆被锁定且无法换档时显示。变速箱Indicat Mode锁住
开启

当变速杆解锁并可自由换档时显示。变速箱Indicat Mode锁住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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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空调 (如有配备)

E174095

电源键：按下该按钮以开启和关闭此系统。关闭空调控制系统可以防止车外空气进入车
内。

A

除霜：按下按键通过挡风玻璃出风口分配空气。仪表板和脚部通风口的空气循环关闭。
您可以进行该设置，从而为挡风玻璃除霜除雾。

B

后窗加热：开启和关闭后窗加热。 参见加热车窗和后视镜 (页码81)。C
MAXA/C:将温度控制旋钮旋转到全冷位置处，以获取最大制冷。系统通过仪表板通
风口分散循环空气，空调自动开启，风扇自动调节到最高速度，温度旋钮回到全冷位置
处。

D

温度控制：控制您的车内气流温度。调节到您需要的温度。E
MAX除霜：将温度控制旋钮转到全热位置处，以最大限度提高除霜。气流通过挡风玻
璃通风口，风扇自动调整到最高转速，温度旋钮回到全热位置处。您可以使用此设置为
挡风玻璃除霜或清除薄冰。MAX除霜开启时，加热型后窗功能也将自动打开。

F

车内空气循环：按下按钮在空气外循环和内循环之间切换。如果选择车内空气循环，
当前空气在乘客舱内循环。这将减少车内冷却所需的时间（使用A/C时），同时可阻
止异味进入车内。

G

注意：在除MAXA/C外的所有气流模式下，车内空气循环可能会自动关闭（或无法开
启）以降低起雾可能性。
空气分配控制:按下这些按钮可以开启或关闭来自挡风玻璃、仪表板和足部区域通风口
的气流。系统能通过通风口的任意组合分配空气。

H

A/C：按下该按钮以开启或关闭空调系统。在空气内循环时使用空调可以提升冷却性
能和效率。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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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开启Max除霜），即使使用A/C按键关闭了空调系统，空调
压缩机也许会继续运行。
风速指示器：点亮以指示风速。J
风速控制：车内空气循环量控制。调节到您需要的风速。K

自动空调控件 (如有配备)

E174096

驾驶员侧空调座椅（如有配备）按下加热式座椅图标开启和关闭座椅加热功能（如有配
备）。按下空调座椅图标关闭和开启座椅通风功能（如有配备）。 参见空调座椅 (页
码87)。

A

驾驶员温度控件：使用驾驶员侧的控件调节温度设置。B
除霜：按下按键通过挡风玻璃出风口分配空气。仪表板和脚部通风口的空气循环关闭。
您可以进行该设置，从而为挡风玻璃除霜除雾。

C

MAX除霜：按下按钮实现最大化除霜。外部空气流经挡风玻璃通风口，风扇自动调节
到最高转速。您可以使用此设置为挡风玻璃除霜或清除薄冰。MAX除霜功能开启时，
加热式后窗功能也将自动打开。

D

注意:MAX除霜开启时，不要选择车内空气循环以防止起雾。
风扇转速控件：调节在车辆内部循环的空气量。E
电源键：按下该按钮以开启和关闭系统。关闭气候控制系统可以防止车外空气进入车
内。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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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A/C：按下该按钮以达到最佳冷却效果。循环空气从仪表板通风口中流出，空调
自动开启，风扇自动调节到最高速度。

G

A/C：按下该按钮以开启或关闭空调。在空气内循环时使用空调可以提高制冷性能和
效率。

H

注意: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开启Max除霜），即使使用A/C按键关闭了空调系统，空调
压缩机也许会继续运行。
乘客温度控件：调节乘客侧的温度。I
乘客侧空调座椅（如有配备）：按下加热式座椅图标关闭和开启座椅加热功能（如有配
备）。按下空调座椅图标关闭和开启座椅通风功能（如有配备）。 参见空调座椅 (页
码87)。

J

AUTO：按下该按钮以开启自动操作。使用温度控制按钮，选择所需温度。系统会调
整风扇转速、空气分配、空调操作并选择使用空气外循环或内循环模式来加热或制冷车
辆，以保持所需温度。您也可以按住AUTO按钮2秒以上来关闭双区操作。

K

车内空气循环：按下按钮在空气外循环和内循环之间切换。选择车内空气循环时，当
前空气在乘客厢内循环。这将减少车内冷却的时间（使用A/C时）并减少进入车内的
异味。

L

注意：车内空气循环会在所有气流模式下自动关闭（或不能开启），但“最大制冷（MAX
A/C）”模式除外，以降低起雾的可能性。在炎热的天气下，车内空气循环同样会在“面
板（Panel）”或“面板和地面（Panel and Floor）”气流模式下自动开启和关闭，以
提高制冷效率。
后窗加热：开启和关闭后窗加热。 参见加热车窗和后视镜 (页码81)。M

车内气候控制操作技巧
基本提示
注意:长期使用车内空气循环可能会引起车窗起
雾。
注意:当你感到有少量空气从脚部通风口出来，
这可能是空气分配设定的原因。
注意:为车内除湿，不要关闭空调控制系统或关
闭车内空气循环。
注意:不要在前排座椅上放置物体，这将阻碍气
流到达后排座椅。
注意:清除挡风玻璃下方的空气进气口区域的冰
雪或树叶。
注意:为了在炎热天气下快速达到舒适效果，请
在车窗完全打开的情况下驾驶一段时间，直至
感受到来自出风口的冷气。

手动空调控制
注意:潮湿天气下减少挡风玻璃上的雾气，将空
气分配控制调节到挡风玻璃出风口位置。

自动空调控制
注意:当您的汽车内部过热或过冷时，调整设
定。该系统自动调节，制暖或制冷，使车厢尽
快达到您设定的温度。为让系统更有效率的工
作，将仪表板出风口和侧出风口完全打开。.
注意:外界温度低时，如果您选择AUTO，则
系统会将气流引向挡风玻璃出风口和侧窗出风
口。此外，在发动机暖机前，风扇可能会低速
运转。
注意:外界温度或车内温度高时，如果您选择
AUTO，系统将自动使用循环空气以最大程度
对车内进行降温。车内达到所选温度时，系统
将自动切换为使用外界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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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内空气快速加热

配备自动空调控制系统的车辆配备手动空调控制系统的车辆

按下AUTO按钮。将风扇转速调到高速。1

将温度控制设定到需要的温度。将温度控制设定到最高档。2

使用空气分配键选择脚部出风口。3

车内加热的推荐设定

配备自动空调控制系统的车辆配备手动空调控制系统的车辆

按下AUTO按钮。将风扇速度调节到中间档。1

将温度控制设定到理想温度。使用22°C作为
初始温度，然后根据需要调节设定。

将温度控制设定到加热设置的中间点。2

使用空气分配键选择脚部出风口。3

车内空气快速冷却

配备自动空调控制系统的车辆配备手动空调控制系统的车辆

按下MAXA/C按钮。将温度控制设定到MAXA/C位置。1

在车窗完全打开的情况下驾驶一段时间，直
至感受到来自出风口的冷气。

2

推荐的空气冷却设定

配备自动空调控制系统的车辆配备手动空调控制系统的车辆

按下AUTO按钮。将风扇速度调节到中央设定。1

将温度控制设定到需要的温度。使用72°F作
为初始温度，然后根据需要调节设定。

将温度控制调节到制冷设定的中间点。2

使用空气分配键选择仪表板出风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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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寒冷天气下侧车窗除雾

配备自动空调控制系统的车辆配备手动空调控制系统的车辆

按下除雾按钮。使用空气分配键选择挡风玻璃出风口。1

将温度控制设定到需要的温度。使用72°F作
为初始温度，然后根据需要调节设定。

按下A/C按钮。2

将温度控制设定到需要的温度。3

将风扇转速调到最高转速。4

加热车窗和后视镜 (如有配备)

后车窗加热
注意:在操作加热式车窗之前确保发动机正在运
转。

E184884

按下按钮可清除加热式后车窗上的
薄冰与雾气。加热式后车窗将在不
久后自动关闭。在开启加热式后车

窗之前应起动发动机。

不要使用剃须刀片或其他锋利物品清理加热式
后窗内侧或清除加热式后窗内侧的贴纸。对加
热式后窗网格线所造成的损坏并不在车辆的保
修范围内。

加热式车外后视镜 (如有配备)

开启加热式后车窗时，加热式车外后视镜将自
动打开。
注意:不得使用刮刀去除后视镜上的冰块，也不
得在后视镜玻璃冻结的情况下调节后视镜玻璃。
注意:严禁使用含碾磨剂、燃油或其他石油成分
的清洁产品清洁后视镜壳体或玻璃。

舱内空气过滤器
您的车辆装有空气过滤装置，可以为您和您的
乘客带来以下益处：
• 减少悬浮物集中度，改善您的驾驶舒适度。
• 提高内部隔离空间清洁度。
• 保护恒温控制组件无颗粒物沉积。
注意:请确保您的汽车始终装有空气过滤装置。
可防止外来物进入系统。在无过滤装置的情况
下运行该系统会导致系统退化或受损。
定期重置过滤器。
有关空气过滤装置的信息或重置过滤器，请咨
询授权经销商。

遥控起动 (如有配备)

遥控启动功能使您能够预先调整车内温度。根
据以前设置运行温度控制系统，以获得所需的
舒适度。
注意:您无法在遥控启动功能运行中调整此系
统。
打开点火装置，以便将系统恢复至以前的设置。
您现在可以正常调整，但是需要打开车辆相关
功能，例如：
• 座椅加热。
• 座椅通风。
• 方向盘加热。
• 后视镜加热。
• 后车窗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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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通过信息显示控制器来调整默认遥控启动
设置。 参见信息显示 (页码61)。

自动设置
在炎热天气中，系统被设置为22°C（72°F）。
座椅通风被设置为高（如果可用，在信息显示
屏上选择为AUTO）。
在温暖天气中，系统被设置为加热或通风（根
据以前设置）。后除霜器、后视镜加热和座椅
加热不会自动打开。
在寒冷天气中，系统被设置为22°C（72°F）。
座椅加热被设置为高（如果可用，在信息显示
屏上选择为AUTO）。后除霜器和后视镜加热
自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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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坐姿

警告
坐姿不正确、超出位置或靠背倾斜太远
都将减轻坐垫承重，由此影响乘员感应
系统的判断，在发生事故时引起严重伤

亡。始终采用直立坐姿，紧贴座椅靠背，双脚
放于地面。

不得倾斜靠背，这会导致乘客从安全带
下滑出，在碰撞时导致严重人身伤害。
不要将货物堆的高过座椅靠背，以降低
发生碰撞或急刹车时乘员受到伤害的风
险。

E68595

只有正确使用座椅、头枕、安全带和安全气囊，
它们才能在发生碰撞事故时发挥出最佳的保护
作用。
我们建议如下：
• 采用直立坐姿，背部尽可能贴近座椅靠背。
• 靠背倾斜度不得超过30°。
• 调整头枕，使头枕顶端和头顶齐平，并尽

可能使其靠前。确保您仍然感觉舒适。
• 驾驶员身体和方向盘之间需保持足够的距

离。建议驾驶员胸部与安全气囊盖之间的
距离不小于25 cm。

• 手臂稍微弯曲握住方向盘。

• 稍微弯曲腿部，以便充分踩下踏板。
• 座椅安全带肩带置于肩部中央，腰带紧贴

并横过胯部。
保持舒适的驾驶姿势，才能更好地操控车辆。

头枕

警告
入座或驾驶车辆前请务必正确调整头枕。
这将有助于减小碰撞时对颈部的伤害。
严禁在驾驶中调节头枕。
可调节式头枕为安全设备。入座时尽可
能正确地安装和调节头枕。未正确调整
头枕可能减少其在特定碰撞中的有效性。
正确安装头枕有助于减小碰撞时对颈部
的伤害。

注意:调节头枕前，先将座椅靠背调节至直立驾
驶位置。调整头枕，使头枕顶部和头顶齐平，
并尽可能使其靠前。确保您感觉舒适。如果您
身高特别高，请将头枕调节到最高位置。
前排座椅头枕（如有配备）

E138642

头枕由下列部件组成：

吸能头枕。A
两个金属杆。B
导向套调节和释放按钮。C
导向套解锁和取出按钮。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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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头枕
升高头枕
将头枕向上拉。

降低头枕
1. 长按按钮C。
2. 将头枕向下推。

拆下头枕
1. 将头枕向上拉到最高位置。
2. 长按按钮C和D。
3. 将头枕向上拉。

安装头枕
将金属杆放入导向套中并将头枕下推至锁定位
置。

前排座椅不可调节式头枕 (如有配备)

E174407

不可调节式头枕包括覆盖椅背上部结构的装饰
泡沫。
将椅背正确调节至直立行驶或乘坐位置，以确
保头枕尽可能地贴近头的后部。

倾斜头枕 (如有配备)

倾斜前座头枕，使其更加舒服。按以下步骤倾
斜头枕：

E144727

1. 调节座椅靠背至直立驾驶或乘坐位置。
2. 向您的头部方向转动头枕至所需位置。
头枕达到倾斜最前端位置后，在此将其向前旋
转然后向后释放至非倾斜的位置。

手动座椅

警告
车辆行驶时，不得调整驾驶员座椅或椅
背。
松开调节杆后，前后摇动座椅以确保完
全锁止。
斜靠座椅靠背会导致乘客从座椅安全带
下方滑出，进而在撞车事故中造成严重
的人身伤害。

手动式前座椅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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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74553

座椅前后调节拉杆A
座椅高度调节杆B
椅背角度调节杆C

电动座椅 (如有配备)

警告
车辆行驶时，不得调整驾驶员座椅或椅
背。
在还原椅背至原始位置前，不要在椅背
后面放置任何行李或物品。

E187770

电动座椅控制器位于座椅的外侧。按照箭头方
向移动开关可以升高或降低坐垫，前后或上下
移动座椅。

电动腰托 (如有配备)

电动腰托控制器位于驾驶员座椅侧部。

E187771

按下控制器的一侧可以增加下靠背的硬度。按
下控制器的另一侧可以降低下靠背的硬度。

记忆功能 (如有配备)

警告
开启座椅记忆功能前，确保座椅周围空
间无障碍物，且所有活动部件均已清除。
请勿在驾驶过程中使用记忆功能。

该功能将自动调用驾驶员座椅和电动后视镜的
位置。记忆控制按钮位于驾驶员车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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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42554

保存预设位置
1. 开启点火开关。
2. 将座椅与车外后视镜调至您希望的位置。
3. 按住所需预设按钮，直到听到一声鸣声。
您最多可以保存三个预设存储位置。您可以随
时保存预设存储位置。

调用预设位置
按下然后松开与所需驾驶位置相关的预设按钮。
座椅和后视镜将移至预设存储位置。
注意:只有在点火开关关闭时、或在点火开关开
启的情况下将变速器置于驻车档 (P)或空档
(N)时，才可调用预设存储位置。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调用预设存储位置：
• 如果智能进入钥匙联动至预设位置，则按

下钥匙上的解锁按钮。
• 如果联动的钥匙在手上，解锁智能驾驶员

车门把手。
• 在车门密码键盘上输入个人进入代码。 参

见锁 (页码 38)。
注意:点火开关关闭时，使用联动的钥匙卡调用
您的存储位置可将座椅移至方便进入位置。
注意:调用存储位置期间按下任一座椅或后视镜
调整控制按钮（或任何存储按钮）可取消操作。
如果驾驶车辆，座椅调用活动也将停止。

将预设位置联动至遥控器或智能进入遥控
钥匙
车辆最多可保存三个遥控器或智能进入（IA）
钥匙的预设存储位置。
1. 点火开关开启时，将存储位置移向所需位

置。
2. 按住所需预设按钮持续大约五秒钟。大约

两秒钟后，将发出鸣声。继续按住直到听
到第二声鸣声。

3. 在3秒钟之内，按下您连接的遥控器上的锁
定按钮。

要断开遥控器连接，请进行除第3步以外的相同
程序，按下遥控器上的解锁按钮。
注意:如果联动的遥控器或智能进入钥匙不只一
个，则记忆功能将移至所存储第一把钥匙的设
置。

方便上下车功能
如您启用方便上下车功能，则关闭点火开关时，
该功能将驾驶员座椅位置自动后移最多5厘米
（2英寸）。
开启点火开关时，驾驶员座椅将返回至上一位
置。
您可以在信息显示屏上开启或禁用此功能。参
见信息显示 (页码61)。

后排座椅
注意:您的车辆具有分离式椅背，因此必须单独
折叠。

E175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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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椅背释放手柄向前折叠前排座椅靠背以便
操作后排座椅。该释放手柄位于前排座椅椅背
的上部。椅背具有记忆功能会自动锁定在原
位。

第二排分离式后座椅 (如有配备)

E175611

要降下椅背：
1. 拉动拉带以松开椅背。
2. 向下折叠椅背。
在升起椅背时，确保听见座椅锁栓发出咔哒一
声，表明锁定到位。向下拉动椅背以确定椅背
已正确锁定。

空调座椅 (如有配备)

加热座椅
警告

因为老年、慢性疾病、糖尿病、脊髓损
伤、药物、饮酒、疲劳或其他物理条件
下而不能感受到自己皮肤疼痛的人群，

在使用加热座椅时必须特别小心。加热座椅即
使在低温下也可能造成烧伤，尤其是如果使用
较长时间。切勿将毯子、垫子等隔热物品放在
座椅上，这样可造成加热座椅过热。

注意:严禁进行以下行为：

• 在座椅上放置重物。
• 水或其他液体洒在座椅上时，切勿操作座

椅加热器。让座椅彻底晾干。
• 发动机不运转时操作加热式座椅。进行此

操作会造成蓄电池过度放电。

E146322

触按加热式座椅符号，在各加热设置中循环并
关闭。指示灯越多说明加热温度越高。

通风座椅 (如有配备)

通风座椅只有在发动机运行时起作用。

E146309

为了运行通风座椅：
按通风座椅符号，通过各种冷却设置循环或关
闭。指示灯越多说明通风水平越高。
如果在通风座椅开启时发动机转速低于350
RPM，该功能会自动关闭。您需要重新启动此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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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V直流电源接口
警告

严禁随意向点烟器接口（如配备）中插
入电子配件。点烟器使用不当可能造成
不在保修范围内的损伤，并可能导致火

灾或严重伤害。

运行车辆以使电源接口发挥最大供电能力。为
防止蓄电池意外放电：
• 当车辆未运行时，非必要情况下，严禁长

时间使用电源接口。
• 严禁通宵或长时间停车时给设备插电。
注意:若在车辆未运行时使用，蓄电池将放电。
蓄电池电量不足可能导致车辆启动困难。
注意:严禁向电源接口中插入除配件插头以外的
物体。这将损坏电源接口并烧断保险丝。
注意:严禁在插座上吊挂任何类型的附件或附件
支架。
注意:严禁在电源接口处使用超过车辆负荷12V
直流180W的负载，否则会烧断保险丝。
注意:当不使用电源接口时，请始终保持电源接
口盖关闭。

位置
电源接口可能处于以下位置：
• 位于仪表板上。
• 位于中控台储物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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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控制台
由于物品在急刹车、急加速或碰撞时可能四处
散落，且热饮可能溢出，因此请将杯托内的物
品小心放置。
中控台包括以下部件：
• 杯托
• 储物箱

E175705

提起锁栓可开启储物箱并使用以下功能：
• 辅助电源插座
• 辅助音频输入接口
• USB端口
• 媒体中心

E175706

眼镜架

E188216

按下车门后边缘附近将眼镜盒打开。拉出托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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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警告
发动机高怠速过度运转，会在发动机和
排气系统中产生很高的温度，有引起火
灾或造成其他损坏的风险。
不要在干树叶或其他干的地面覆盖物上
停车或怠速。排放系统使发动机和排气
系统产生热量，有引起火灾的风险。
严禁在封闭的车库或其他密闭空间内启
动发动机。废气是有毒的。在启动发动
机前始终保持车库门开启。
如果您在车内闻到尾气的气味，请立即
联系授权经销商检查车辆。如果闻到废
气气味，严禁驾驶车辆。

如果蓄电池被断开，再次连接后，车辆可能在
行驶大约8 km内出现某些异常的行驶特性。
这是因为发动机管理系统需要和发动机进行重
新匹配。此时，请忽略这些异常参数。
启动发动机时，在启动前或启动过程中，避免
踩踏油门踏板。只有在发动机启动困难时，才
可使用油门踏板。

免钥匙起动
注意:如果钥匙接近金属物体或电子设备（如移
动电话），无钥匙启动系统可能会失效。
注意:有效钥匙必须置于车内，才可打开点火开
关，起动发动机。

点火开关模式

E146431

无钥匙启动系统有三种模式：
关闭：关闭点火开关。

• 在此模式下，或在发动机仍运行而汽车未
行驶时，按下并释放此按钮，无需踩下制
动踏板。

开启：所有电路均工作，警示灯和指示灯点亮。
• 按下并释放此按钮一次，无需踩下制动踏

板。
启动：启动发动机。
• 踩下制动踏板（自动变速器）或离合器踏

板（手动变速器），然后长按按钮。在点
火开关开启和发动机启动时，按钮上的指
示灯会点亮。

方向盘锁
在您携带智能进入钥匙离开车辆时，方向盘会
自动上锁。在您携带智能进入钥匙进入车辆
时，方向盘会自动解锁。
注意:如果方向盘无法完全解锁，您可能需要朝
左右来回转动方向盘。该问题会在某些情况下
发生，例如将车辆停泊在陡坡上。

启动发动机
当起动发动机时，怠速上升，这有助于发动机
预热。如果发动机怠速不能自动减速，请前往
授权经销商处进行检查。
注意:在起动系统暂时失效前，可转动发动机
60秒（发动机未处于起动状态）。不限于一次
转动满60秒。例如，如果您在发动机未起动的
情况下转动发动机三次，每次持续20秒，将达
到60秒的上限。信息显示屏上将显示一条消
息，提示您已超过转动时间。至少15分钟内不
可起动发动机。15分钟后，发动机转动时间将
会有15秒的起动时间。您需等候60分钟，才
能再次转动发动机60秒。
起动发动机前请做以下检查：
• 确保所有乘客已系紧安全带。
• 确保前照灯和电气附件关闭。
• 确保驻车制动器开启。
• 将变速器换档杆移动至驻车档(P)（自动变

速器）或空档（手动变速器）
注意:严禁触碰加速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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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您必须将智能进入钥匙放置在车辆内，以
将变速器移出档位P。
1. 完全踩下制动踏板。
2. 按下按钮。
如发生以下情况，系统将不会运行：
• 钥匙频率受到干扰。
• 钥匙电池缺电。
如果无法起动发动机，请进行以下操作：

E174956

1. 拆下杯托内的橡胶包皮 (A)。
2. 在按钮朝向上和钥匙环朝向车辆前部时，

将遥控器置于备用槽(B)内。
3. 在钥匙位于该位置时，踩下制动踏板（自

动变速器）或离合器踏板（手动变速器），
然后按下“启动(START)”按钮以开启点火
开关并启动车辆。

快速重启
即使未携带有效钥匙，快速重启功能也允许您
在关闭发动机后的20秒内将其重启。
在关闭发动机的20秒钟内，踩下制动踏板（自
动变速器）或离合器踏板（手动变速器）并按
下按钮。满20秒后，在车内无钥匙的情况下无
法再次重启发动机。
起动发动机后，即使系统未检测到有效钥匙，
发动机也将继续运行直至您按下按钮。如果在
发动机运转时打开或关闭车门，则系统将搜索
有效钥匙。如果系统在20秒内未能检测到有效
钥匙，则不可重启发动机。

启动失败
如果尝试三次后仍无法起动发动机，则等待10
秒后，再进行以下步骤：
1. 如果您的车辆配备自动变速器，将制动踏

板踩到底。如果您的车辆配备手动变速器，
将离合器踏板踩到底并拉起手制动器。

2. 将变速器换档杆置于驻车档(P)（自动变速
器）或空档（手动变速器）。

3. 完全踩下加速踏板并持续踩住。
4. 起动发动机。

发动机自动停止
您的车辆配有可在长时间怠速时自动关闭发动
机的功能。点火开关也将关闭，以节省蓄电池
电量。发动机停止前，信息显示屏上将出现一
条信息，显示一个30秒的倒计时器。如30秒
内您未进行操作，发动机将停止。信息显示屏
上将显示另一条信息，提示您发动机已停止，
以节省燃油。按正常操作起动您的汽车。

发动机自动停止超控
注意:您无法永久关闭发动机自动停止功能。
当暂时关闭该功能时，其将在下一次点火循环
时开启。
进行以下任一操作，可在30秒倒计时结束前阻
止发动机停止或重设计时器：
• 通过与您的汽车交互（例如踩下制动踏板

或加速踏板）可重设计时器。
• 当点火装置开启时（仅针对目前的点火循

环），可暂时关闭停止功能。使用信息显
示屏来进行此操作。 参见信息显示 (页码
61)。

• 在发动机停止前的倒计时期间，将指示您
按下OK或RESET按钮（取决于您的信息
显示屏种类）来暂时关闭此功能（仅针对
目前的点火循环）。

车辆静止时关闭发动机
1. 将变速器换档杆置于驻车档(P)（自动变速

器）或空档（手动变速器）。
2. 按下按钮一次。
3. 施加驻车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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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点火装置、所有电路、警示灯和指示灯均
会关闭。
注意:如果发动机怠速运转30分钟，则点火装
置与发动机将自动停止。

车辆行驶时关闭发动机
警告

车辆仍行驶时关闭发动机会导致制动和
转向辅助失效。方向盘不会锁定，但需
要更大的力量进行操控。点火开关关闭

后，所有电路（包括安全气囊、警示灯和指示
灯）也均会关闭。如果点火开关意外关闭，您
可以切换至空档 (N)并重启发动机。

1. 将变速器换档杆移动至空档并使用制动器
安全停车。

2. 车辆停止后，将变速器换档杆置于驻车档
(P)（自动变速器）或空档（手动变速
器）。

3. 按住启动按钮1秒，或在2秒内按下三次。
4. 施加驻车制动。

防止废气产生
警告

如果您在车内闻到废气的气味，请立即
联系授权经销商检查车辆。如果闻到废
气气味，严禁驾驶车辆。排出的废气里

含有一氧化碳。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发生危
险。

重要通风信息
如果停止车辆并让发动机长时间空转，建议采
取以下任一措施：
• 开启车窗至少2.5 cm。
• 将温度控制设为车外空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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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措施

警告
严禁将油箱加得过满。油箱过满，油箱
压力会引起油箱漏油、燃油喷溅，甚至
引发火灾。
燃油系统可能会受到压力。如您在加油
口盖附近听到嘶嘶声，则停止加油，直
至声音消失。否则燃油可能会喷出，造

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如果使用不当或处理不当，汽车燃油会
造成严重伤害或死亡。
乙醇燃料和汽油中可能含有苯，这是一
种致癌物质。
加油时关闭发动机，加油口附近不允许
有火花或明火。严禁在加油时吸烟或使
用手机。燃油蒸气在一定条件下是极其

危险的。避免吸入过多燃油蒸气。
燃油通过油泵喷嘴流动，可以产生静电，
如果燃油被泵到未接地的容器中，可能
引发火灾。

遵循下列准则处理汽车燃油：
• 在加油前熄灭所有带烟物品和明火。
• 误吞汽车燃油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甚至致命。

燃油如汽油是剧毒的，如果误吞可能会导
致死亡或永久性伤害。如果误吞燃料，立
即就医，即使没有立即表现症状。燃油的
毒性在几小时内不一定会显现出来。

• 避免吸入燃料蒸气。任何种类的燃油蒸气
吸入过多都可能导致眼睛和呼吸道受到刺
激。在严重的情况下，过量或长期吸入燃
油蒸气可引起严重的疾病，造成永久性伤
害。

• 避免油液溅入眼中。如果燃油溅入眼中，
取下隐形眼镜（如佩戴），用水冲洗15分
钟，马上就医。未能获得适当的医疗救助
可能导致永久性损伤。

• 燃油如果通过皮肤吸收，也是有害健康的。
如果燃油溅到皮肤或衣物上，及时脱去被
污染的衣物，用肥皂和水彻底冲洗皮肤。
皮肤长期反复接触油液或燃油蒸气会导致
皮肤红肿。

• 如果您为了治疗酒精中毒而服用
“Antabuse”戒酒硫或其他戒酒硫，应特别
小心。吸入或皮肤接触燃油蒸气可能引起
不良反应。对敏感个体，可能会导致严重
的人身伤害或疾病。如果燃油溅到皮肤，
应立即用肥皂和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您有
不良反应，请立即就医。

燃油质量

警告
严禁在汽油里混合机油、柴油或其他油
液。这会导致化学反应。
严禁使用含铅汽油或含其它金属化合物
（如锰基化合物）添加剂的汽油。这类
汽油会损坏排放系统。

注意:建议您只使用无添加剂或无其它发动机防
护剂的高质量燃油。

选择正确的燃油
只能使用符合国家标准GB17930-2011或同等
国家规定标准、最低辛皖值为93的无铅汽油，
或者使用符合GB-17930-2013规定标准或同
等国家规定标准、最低辛皖值为92的无铅汽
油。
北京地区请使用符合DB11/238-2012规定标准
或同等国家规定标准、最低辛皖值为92的无铅
汽油。

燃油耗尽
避免将燃油完全耗尽。该情况会对动力系统部
件造成不利影响。
如果车辆的燃油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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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后，您可能需要反复开关点火开关几
次，以将燃油从油箱泵入发动机内。重新
启动时，起动时间将比正常情况长几秒钟。

• 正常情况下，加入3.8 L燃油足够重新起动
发动机。如果车辆在陡坡上耗尽燃油，可
能需要3.8 L以上。

• 发动机故障指示灯可能很快点亮。关于发
动机维修指示灯的更多信息，参见警告灯
和指示灯 (页码 58)。

• 有关计算续航里程的信息， 参见组合仪表
(页码 57)。

使用便携式燃油箱加油
警告

不得将便携式燃油箱的加油嘴或从零配
件市场购得的漏斗插入无盖加油系统。
这会损坏燃油系统及其密封件，同时燃

油可能会泄漏到地面上而非注入油箱，从而导
致严重的人身伤害。

不得尝试用异物撬开或推开无盖加油系
统。这会损坏加油系统及其密封件，同
时对您或他人造成人身伤害。

注意:当您使用便携式油箱填充汽车燃油箱时，
请使用汽车附带的漏斗。
如果配备无盖加油系统，在通过便携式油箱加
注燃油时应遵照以下指示：

E142668

1. 找到存放在备胎室内的白色塑料漏斗。
2. 缓慢将便携式燃油箱插入燃油加注口。

3. 将燃油从便携式燃料箱注入车辆。
4. 完成后，请清洁漏斗或妥善处置。如您选

择处置漏斗，可从授权经销商处购买新漏
斗。不得使用售后市场漏斗。该漏斗无法
与无盖加油系统兼容并会对系统造成损伤。
您车辆自带的加油漏斗经过专门设计，可
与车辆安全搭配使用。

燃油加注

警告
燃油蒸气燃烧剧烈，因此燃油火灾可造
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阅读并遵守在加注燃油时的所有操作说
明。
请在加油时关闭发动机。

如您靠近燃油或正在向车辆加油时，请
勿吸烟。
确保火花、火焰及冒烟材料等远离燃油。

向车辆加油时，请留在车外并且严禁置
燃油泵于不顾。在一些地区这样做会违
背法律规定。
让儿童远离燃油泵；切勿让儿童加注燃
油。
加油时不得使用个人电子设备。

建议您在取出燃油管喷嘴前等待至少
10s，使剩余燃油全部流入油箱内。
在燃油泵喷嘴第二次自动关闭时，停止
加注燃油。不遵守上述操作就会加满燃
油泵的膨胀空间，从而导致燃油溢出。
在整个加油过程，严禁将喷嘴从完全插
入的位置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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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如下指导，可避免在向未接地的燃油容器
加油时产生静电积聚：
• 将合格的燃油容器放在地上。
• 燃油容器仍在车内时（包括后备箱区域），

不得向燃油容器加油。
• 加油时确保燃油泵喷嘴接触燃油容器。
• 不要使用会将燃油泵手柄固定在加注位置

的设备。

Easy Fuel™无盖式加油系统
警告

燃油系统可能会受到压力。如您在加油
口盖附近听到嘶嘶声，请停止加油，直
至声音消失。否则燃油可能会喷出，造

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为车辆加油时：
1. 请将车辆设为驻车档（P），然后关闭点火

开关。
2. 按下钥匙上的燃油加注口盖解锁按钮或驾

驶员侧车门上的解锁按钮，打开锁定的燃
油加注口盖。推开加注口盖。

E156032

3. 将燃油喷嘴完全插进燃油箱，直到加油时
两个盖都打开。为便于操作，将手柄抬高
一些。

E154765

4. 取出燃油管喷嘴前等待至少10s，使剩余燃
油全部流入油箱内。

注意:如向燃油箱加油过量，可能会出现燃油溢
出的现象。请勿向燃油箱加注过多燃油。燃油
管上配有排油孔。因加油过多而产生的多余燃
油会通过排油孔排出并滴落到地面上。
如未正确关闭加油口，仪表板上会显示消息“检
查加油口（Check Fuel Fill Inlet）”。
接下来，按如下所示进行操作：
1. 尽量安全停车，将换档杆切换至驻车档

(P)。
2. 按下钥匙上的燃油加注口盖解锁按钮或驾

驶员侧车门上的解锁按钮，打开锁定的燃
油加注口盖。推开加注口盖，清除燃油加
注口处的可见碎屑。

3. 将加油喷嘴或车辆随附的加油漏斗插入几
次，使进口正常关闭。这会清除妨碍进油
口密封的碎屑。

即使此操作已解决问题，但消息可能不会立即
重置。经过多个驾驶循环后方可关闭消息。一
个驾驶循环包括发动机起动（发动机处于关闭
状态下4小时或更长时间后）及随后在市内或
高速公路上驾驶。在消息开启状态下继续驾驶
还可能会导致立即检修发动机指示灯点亮。

燃油消耗量
本车油箱的宣传容量包括燃油表显示的燃油量
和在燃油表显示燃油耗尽之后的燃油储备量。
参见车辆参数 (页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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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油储备量可确保在燃油表显示燃油耗尽
之后油箱内仍然有燃油。

• 由于存在燃油储备量，因此在燃油表显示
燃油耗尽时您可能无法加足与油箱宣传容
量相同的燃油量。

注意:燃油储备量会发生变化，因此不应依赖其
提高行驶距离。

加油
要使每次加油量达到一致：
• 在加油前务必关闭点火开关。 如果让发动

机运转，会造成读数不准。
• 每次在加油时，确保使用相同的加注速率

（低-中-高）。
• 加油时自动跳枪不能超过2次。
加油方法一致，加油结果也将更精确。

燃油经济性计算
在最初行驶的1,600km期间不要计算燃油经济
性（这段时期为发动机的磨合期）。在
3,000 km至5,000 km期间可获得更精确的
计算值。同时，从油费、加油频率或燃油表读
数上衡量燃油经济性也是不精确的。
1. 将油箱加满油，并记录初始里程表读数。
2. 每次加油，记录加油量。
3. 在至少加满三次后，加注油箱并记录当前

里程数。
4. 用当前里程数减去您记录的初始里程数。
5. 再用行驶的耗油量除以此期间的行驶里程

数，计算出准确的燃油经济性。（公制计
算：L/100km）

至少保持一个月的数据记录并记录行驶路况（城
市路面或高速路面）。这将提供在当前驾驶环
境对车辆燃油经济性的准确预估。保存好冬季
和夏季记录数据有助于显示温度对于燃油经济
性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温度越低燃油经济性
越差。

工况
• 车辆重载或牵引拖车在任何速度下都会降

低燃油经济性。
• 车辆携带不必要的重物会降低燃油经济性。
• 在车辆上加装某些附件（例如昆虫挡板、

横向稳定杆、灯条、踏脚板或雪橇架）会
降低燃油经济性。

• 使用混合酒精的燃油会降低燃油经济性。
• 燃油经济性会在低温条件下降低。
• 燃油经济性会在短途行驶时降低。
• 在平地形行驶的燃油经济性要比在山地行

驶时更佳。

排放控制系统

警告
严禁在干草或其它干燥的覆盖面上停车、
怠速或行驶。排放系统加热发动机舱和
排气系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
尾气泄漏可能导致有害的和潜在的有害
气体进入乘客舱。如果您在车内闻到尾
气的味道，立即联系授权经销商检查车

辆。严禁在闻到尾气味后仍驾驶车辆。

车辆配备了各种排放控制部件和催化转化器，
可使您的车辆符合适用的废气排放标准。为确
保催化转化器和其他排放控制部件继续正确工
作：
• 只能使用清单中规定的燃油。
• 避免将燃油完全耗尽。
• 严禁在车辆行驶时关闭点火开关，特别在

高速时。
• 根据规定的时间表给定期保养信息中的项

目进行保养。
定期保养信息中列出的定期保养项目对车辆的
寿命、性能和排放系统至关重要。
对影响排气控制的部件进行保养更换或维修时，
如果不使用福特、Motorcraft或福特授权的部
件而使用其他部件，则这些部件的性能和耐用
性必须等同于福特汽车公司的正品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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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故障指示灯、充电系统警示灯或温度警
示灯点亮，油液泄漏，异味，冒烟或发动机失
去动力，这些现象可能表明排放控制系统没有
正常工作。
排气系统工作异常或损坏可能导致尾气进入车
辆。立即检查和维修损坏或工作异常的排气系
统。
严禁未经授权对您的车辆或发动机进行改装。
根据法律，车主和任何制造、维修、保养、销
售、租赁、交易车辆或监管车队的人员均不得
有意拆下排放控制装置或禁止其工作。车辆排
放系统的信息位于发动机上的车辆排放控制信
息标签上或发动机附近的标签上。该标签也列
出了发动机排量
有关全部详情，请查阅保修信息。

车载诊断(OBD-II)
本车配备了车载诊断系统(OBD-II)，可监视发
动机排放控制系统。该系统通过确保车辆持续
满足政府排放标准来保护环境。OBD-II系统也
可帮助授权经销商正确维修您的车辆。

发动机故障指示灯点亮时，则说明
OBD-II系统已经检测到故障。暂时
性故障可能导致发动机故障指示灯

点亮。

暂时性故障示例：
• 车辆燃油耗尽—发动机可能熄火或运行不良
• 燃油质量差或燃油内掺有水—发动机可能熄

火或运行不良
• 进油口可能没有正确关闭参见燃油加注(页

码94)。
• 在深水中驾驶—电气系统可能被弄湿
通过向燃油箱加注优质燃油、正确关闭进油口
或将电气系统晾干，即可排除这些暂时性故障。
完成三个行驶周期后，如果没有出现这些暂时
性故障或其他任何暂时性故障，则在下次起动
发动机时发动机故障指示灯应保持熄灭状态。
一个行驶周期包括发动机冷起动和随后进行的
在城市/高速公路上交替行驶。无需进行额外
的车辆维修。

如果发动机故障指示灯仍然亮，则在第一时间
维修车辆。虽然OBD-II检测到的某些故障症状
并不明显，但是在发动机故障指示灯点亮时继
续驾驶可能会导致排放量增加，燃油经济性降
低，发动机和变速器平顺性降低并产生更高的
维修费用。

检查/维修(I/M)测试准备
一些省/市和当地政府可能有检查/维修(I/M)
程序以检查车辆排放控制设备。不能通过此检
查可能会影响您进行车辆注册登记。

如果发动机故障指示灯点亮或灯泡
不工作，则可能需要维修车辆。请
进行车载诊断 (OBD-II)。

如果发动机故障指示灯点亮或工作异常（灯泡
烧坏），或如果OBD-II系统判定未正确检查某
些排气控制系统，则您的车辆可能无法通过I/M
测试。这这种情况下，车辆并未对检查/维修
I/M测试做好准备。
如果车辆的发动机或变速器刚刚维修过，或者
蓄电池最近电量耗尽或更换过，OBD-II系统可
能指示该车辆并未对I/M测试做好准备。要确
定车辆是否对I/M测试做好准备，请将点火钥
匙转到ON位置持续15秒，但不要起动发动机。
如果发动机故障指示灯闪烁了八次，这意味着
车辆未对I/M测试做好准备；如果发动机故障
指示灯一直亮，这意味着车辆已对I/M测试做
好准备。
OBD-II系统在正常驾驶期间监视排放控制系
统。一次完整的检查可能需要很多天。如果车
辆未对I/M测试做好准备，您可能需要进行接
下来的行驶周期，即在城市和高速公路上交替
行驶：
在高速公路上一次性驾驶15分钟，接着以至少
四个30秒的怠速周期停停走走驾驶20分钟。
静置车辆至少八个小时，但不要起动发动机。
然后，起动发动机并完成上述行驶周期。必须
将发动机预热到它的正常工作温度。一旦起动
后，禁止关闭发动机直到完成上述行驶周期。
如果车辆仍未对I/M测试做好准备,则必须重复
上述行驶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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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变速器 (如有配备)

警告
务必完全施加驻车制动器，确保换档杆
位于驻车档(P)。离开车辆时，将点火开
关转到关闭位置，取下车钥匙。
请勿同时踩下制动踏板和油门踏板。同
时踩下两个踏板3秒钟以上，发动机转速
会受到限制，可能在交通复杂时很难维

持车速，从而造成严重伤害。

了解自动变速器的档位
将车辆挂入档位：
1. 完全踩下制动踏板。
2. 按住换档杆顶部按钮。
3. 将换档杆移到需要的档位。
4. 松开按钮，变速器仍保留在所选档位。

E174572

驻车档(P)
该档位锁定变速箱，防止后轮滚动。在将车辆
置于和移出驻车档(P)前确保车辆完全停止。

倒车档(R)
在换档杆位于倒车档(R)时,车辆会提供向后运
动。在换挡杆换入/换出倒车档(R)之前，确保
车辆完全停止。

空档(N)
在换档杆位于空档(N)时，可以起动车辆，同
时车辆可以自由移动。在此档位时，踩住制动
踏板。

前进档(D)
为实现正常行驶和最佳油耗，前进档(D)可在
一至六档之间提供操作。

运动档(S)
将换档杆移动至运动档(S):
• 提供额外等级（发动机）制动并延伸降档

操作，可以提升车辆在爬坡、丘陵地带或
山区行驶时的性能。这将在发动机制动时
增加发动机转速。

• 通过自动变速器换档策略提供额外的低档
位操控。

• 档位选择更快，发动机转速更高。

SelectShift Automatic™变速器
您的SelectShift Automatic变速器可以让您
手动换档。
当车辆处于前进挡(D)时，换挡拨片提供临时
手动控制功能。换档杆或换档拨片可以使您在
双手不离开方向盘的情况下，快速换档。
将换档杆移至运动档(S)位置，可获得全范围的
手动控制能力。
• 拉动并松开右侧拨片(+)可以升档。
• 拉动并松开左侧拨片(–)可以降档。

E144821

该系统确定何时不再使用临时手动控制，并返
回到自动控制。
根据下表推荐的换档车速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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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速时升档（推荐以提供最佳油耗）

换档从：

24 km/h (15mph)1 - 2

40 km/h (25mph)2 - 3

64 km/h (40mph)3 - 4

72 km/h (45mph)4 - 5

80km/h (50mph)5 - 6

仪表板显示屏将显示您目前所选档位。
如果发动机转速过高，变速器将自动升档，如
果发动机转速过低，变速器将自动降档。
注意:系统将保持手动控制模式直到您选择其它
档位按钮为止。例如，前进档(D)。
注意:如果发动机超速而不换档，可能损坏发动
机。

紧急驻车档位释放杆
警告

在驾驶车辆前，必须先确认制动灯正常
工作。
在执行此程序时，您需要将车辆换出驻
车档，这意味着车辆可以自由移动。为
避免车辆失控移动，在执行此程序前务

必要完全施加驻车制动。如有必要，使用止轮
块。

如果完全释放驻车制动，但制动警告灯
仍然点亮，制动器可能没有正常工作。
详情请咨询授权经销商。

注意:如果已执行此程序，请尽快联系授权经销
商。
注意:对于某些市场，该功能将被禁用。
车辆出现电气故障或蓄电池缺电时，利用紧急
驻车档位释放杆将换档杆移出驻车档。
执行此操作前，请施加驻车制动并关闭点火开
关。

E174499

1. 拆除中控台前部的橡胶盖、两个螺钉和储
物盘。

E184747

2. 使用平头螺丝刀或类似工具，拆除换档杆
底部的围框和换档支架。

E174501

3. 找到白色释放杆，在向前滑动释放杆的同
时将换档杆从驻车档(P)位置移出并置于空
档(N)。

4. 重新安装中控台。
5. 启动车辆，释放驻车制动器。

99

Mustang (), zhCHN

变速器

www.inhauto.com



自动变速器自适应学习
该功能可增加耐久性并能够在整个车辆寿命周
期内提供始终如一的换档感觉。新车或变速器
可有稳固或温和的换档。该操作属正常，不会
影响变速器的功能或耐久性。自适应学习过程
将随时间适时更新变速器操作。此外，蓄电池
断开连接或安装新蓄电池时，必须重新学习该
策略。

如果车辆陷入泥地或雪地中
注意:发动机未处于正常运转温度时，严禁晃动
车辆，否则可能损坏变速器。
注意:严禁晃动车辆超过一分钟，否则可能损坏
变速器和轮胎，或造成发动机过热。
如果车辆陷入泥地或雪地，将换挡杆在前进挡
和倒车档间来回移动，并在每个档位以固定的
节奏停留，也许可将车辆移出。在每个档位轻
轻踩下加速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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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滑差速器
该驱动桥可在湿滑路面上提供额外的牵引力，
尤其在一个车轮位于牵引力较差的路面上。在
正常情况下，限滑驱动桥的工作方式与标准后
桥类似。在车辆以低速过急弯时，该驱动桥会
发出少量噪声或震动。这属于正常行为并说明
驱动桥正在工作。

Traction-Lok™和TORSEN™驱动桥
（如有配备） (如有配备)

这些驱动桥可在湿滑和松软的路面上提供更佳
的牵引力，尤其在一个车轮位于牵引力较差的
路面上。在正常情况下，这些驱动桥的工作方
式与标准后桥类似。
长时间在这些驱动桥上使用制造商规定尺寸外
的轮胎会永久性降低有效性。有效性丧失不会
影响正常行驶，并且不可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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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注意:偶尔出现制动噪音为正常现象。如果听
见金属与金属之间有连续的摩擦声，或连续的
尖鸣声，那么制动衬片可能已过量磨损。联系
授权经销商检查系统。如果您的车辆在制动时
有连续振动或方向盘抖动现象，请立即前往授
权经销商处进行检查。
注意:即使在正常行驶条件下，制动灰尘也会在
车轮上积聚。随着制动器的磨损，会不可避免
地出现部分灰尘，但这些灰尘并不会引发制动
噪音。 参见清洁合金车轮 (页码 146)。

E144522

参见警告灯和指示灯 (页码 58)。

湿的制动器会降低制动效果。车辆冲洗过后或
涉水后，轻踩制动踏板几次，使制动器变干。

制动减速
如果加速踏板被卡住或无法动弹，可向制动踏
板施加压力以使汽车降速，同时减少发动机功
率。如果您面临此类状况，请踩下制动踏板平
稳停车。将变速器置于驻车档(P),关闭发动机
并施加驻车制动器。检查加速踏板是否受到任
何干扰。如果没有发现任何干扰，但情况无任
何改变，请将您的汽车拖至最近的授权经销商
处。

紧急制动辅助
制动辅助系统会根据您踩下制动踏板的速率来
检测是否存在紧急制动的情况。只要您踩下踏
板，此系统均可持续提供最大制动力，并在危
险情况下减小制动距离。

防抱死制动系统
该系统可在紧急制动时防止制动器抱死，帮助
您维持汽车转向。

开启点火开关时，该指示灯会立刻
亮起。如果指示灯在启动过程中未
亮起、常亮或闪烁，则表明系统可

能存在故障。联系授权经销商检查系统。如果
防抱死制动系统被停用，正常制动仍然有效。

E144522

如果松开驻车制动后制动警告灯亮
起，请前往授权经销商处检查该系
统。

配备ABS的车辆的行驶提示
注意:当系统在工作时，制动踏板会抖动及踏板
行程可能会增大。请保持施加在制动踏板上的
压力。您也可能会听到系统发出噪声。这是正
常现象。
ABS系统不能消除以下固有的危险：
• 行驶过程中，距离前面的车辆过近。
• 车辆打滑。
• 转弯过急。
• 路面状况不良。

驻车制动器

警告
如果完全释放驻车制动，但制动警告灯
仍然点亮，制动可能没有正常工作。请
尽快联系授权经销商。
务必完全施加驻车制动器，并确保变速
器正确挂入驻车档(P)(自动变速器)或一
档（手动变速器）。

要施加驻车制动器，尽可能远地向上拉动驻车
制动器手柄。
释放驻车制动：
1. 按住位于驻车制器动手柄端部的按钮。
2. 略微向上拉起手柄，然后将手柄向下推动。

坡道起步辅助

警告
该系统不能取代驻车制动器。离开车辆
时，务必施加驻车制动并将变速器置于
驻车档 (P)。
一旦您激活了坡道起步辅助系统，就必
须待在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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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在整个过程中，您有责任控制车辆，监
控系统运行情况，并在必要时加以干预。
如果发动机超负荷运转或检测到坡道起
步辅助系统故障，该系统将失效。

本系统可使车辆在坡道上更容易起步，而无需
使用驻车制动器。
系统一旦激活，松开制动踏板后车辆仍可在斜
坡上停留两到三秒钟。这为您将脚从制动踏板
移动到油门踏板的过程争取了更多时间。一旦
发动机产生足够的动力防止车辆从斜坡滑下，
则制动器将自动松开。这是坡道起步的一大优
势配置（例如从停车场的斜坡驶出、遇到红绿
灯或倒车进入位于坡上的停车区域）。
该系统在明显会引起车辆溜坡的斜坡上会自动
激活。对于配备手动变速器的车辆，可使用信
息显示屏关闭该功能。 参见信息显示 (页码
61)。系统会根据上次设置维持开启或关闭。
注意:完全停止车辆后系统方能运行。下坡时
切换入倒车档(R)，上坡时切换入一档(1)。
注意:无警告灯指示系统的开关状态。

使用坡道起步辅助系统
1. 踩下制动踏板让车辆完全静止。并踩住制

动踏板不放。
2. 如果传感器检测到车辆在斜坡上，系统将

自动激活。
3. 当您把脚从制动踏板上移开时，车辆将会

在斜坡上保持不滚动大约两到三秒。如果
您正处于起步阶段，保持时间将自动延长。

4. 按正常方式起步。制动器将自动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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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
加速时，牵引力控制系统可减少驱动轮空转的
发生以防止牵引力损失。
车辆打滑时，系统对单个打滑车轮施加制动，
同时在需要时降低发动机功率。如果车轮在湿
滑或松软路面上加速时空转，系统会降低发动
机功率，以提高牵引力。

使用牵引力控制
一定的环境下（例如陷入雪地或泥地里），可
以关闭牵引力控制系统。关闭系统可能有助于
车轮在发动机最大功率下转动。

E166706

切换稳定性控制开关将牵引力控制系统关闭。
在该功能方面，车辆会存在限制。参见工作原
理(页码34)。找到位于仪表板中下方的开关。

系统指示灯与信息
警告

如果检测到牵引力控制系统存在故障，
稳定性控制系统指示灯会常亮。确认牵
引力控制系统没用通过稳定性控制按钮

被手动停用。如果稳定性控制系统关闭指示灯
持续点亮，则应立即由福特授权经销商维修该
系统。在牵引力控制系统停用时操作车辆会导
致车辆失控、车辆倾翻、人员伤亡的风险增加。

E138639

稳定性控制系统指示灯在发动机启
动时临时点亮，而在驾驶状态下稳
定性系统被激活时转为闪烁。

稳定性控制系统关闭指示灯会在发
动机启动时临时点亮，并在关闭牵
引力控制系统或稳定性系统存在故

障时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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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

警告
改装车辆（包括制动系统、市售车顶行
李架、悬挂、转向系统、轮胎结构以及
车轮和轮胎尺寸）可能改变车辆的操纵

性，并且可能对AdvanceTrac系统的性能造成
负面影响。另外，安装任何立体声扬声器均可
能对AdvanceTrac系统造成干扰和负面影响。
安装任何立体声扬声器时尽量远离前部中央控
制台、通道及前排座椅，使其对AdvanceTrac
系统传感器的干扰风险降至最小。
AdvanceTrac系统的效率降低会增加车辆失
控、翻车、人身伤亡的风险。

请切记即使先进的技术也无法违反物理
定律。驾驶员进行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操
作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会导致车辆失控。

无视路况随意驾驶可能会导致车辆失控，进而
增加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风险。如
AdvanceTrac系统开始运行，则表明不止一个
轮胎打滑；这可能会降低驾驶员对车辆的控制
能力，从而可能导致车辆失控、翻车和人身伤
亡。如您的AdvanceTrac系统开始运行，请
减速。

如在牵引力控制系统范围内检测到故障，
稳定性控制指示灯将持续点亮。请确认
没有使用稳定性控制按钮手动禁用牵引

力控制系统。如果稳定性控制指示灯仍持续点
亮，则应立即由授权经销商维修该系统。在禁
用牵引力控制系统的情况下操作车辆可能会导
致车辆失控、车辆倾翻及人员伤亡的风险增加。

E138639

稳定性控制指示灯在发动机启动时
暂时点亮，而在驾驶状态下激活稳
定性系统时转为闪烁。

稳定性控制关闭指示灯在发动机启
动时暂时点亮，而在关闭牵引力控
制系统时持续点亮。

AdvanceTrac系统有助于在湿滑路面上使车辆
保持稳定。该系统的电子稳定控制装置可帮助
您避免打滑与侧滑。牵引力控制系统有助于避
免驱动轮空转和失去牵引力。参见使用牵引力
控制 (页码 104)。

E72903

A A

A
B

B

B

B

未配备AdvanceTrac系统的车辆滑
离原定路线。

A

配备AdvanceTrac系统的车辆于湿
滑路面稳定行驶。

B

使用稳定控制
AdvanceTrac™
当您启动发动机时，该系统自动运行。当变速
器位于倒车档(R)或在部分车型中如果您在踩
下制动踏板及车辆停止时按住稳定性控制按钮
超过五秒钟，系统的电子稳定性控制部分会被
停用。您可以单独关闭系统的牵引力控制部
分。 参见使用牵引力控制 (页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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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Trac功能

牵引力控制系统电子稳定性控制稳定性控制关闭指
示灯

模式按钮功能

启用启用灯泡检查期间开启-启动阶段为默认

停用启用开启牵引控制关闭短暂按下按钮

启用启用开启运动模式（如有配
备）

快速按下两次按钮

停用停用开启AdvanceTrac停
用

按住按钮五秒以上

启用启用关闭AdvanceTrac完
全停用

停用后再次按下按
钮

注意:在公路上不得使用运动模式。
部分车型可能配有运动模式，可允许驾驶员降
低正常AdvanceTrac系统的干预水平，以提供
更富有动感的驾驶体验。要进入运动模式，可
快速按下稳定性控制按钮两次。信息显示屏内
会出现一条信息，提示系统此时已处于运动模
式。
对于配备选择型驾驶模式功能的车辆，
AdvanceTrac运动模式不可用。您可以通过
选择赛车驾驶模式来使用以性能为主的
AdvanceTrac模式。在该模式时，
AdvanceTrac干预度会降低，并专门切换至赛
车用途而不用于公路行驶。在所有可选择的驾
驶模式中，您可以使用AdvanceTrac开关来停
用牵引力控制系统和AdvanceTrac。

车轮线锁 (如有配备)

车轮线锁功能仅供赛道使用，不应在公路上使
用。使用该功能会导致后轮磨损量显著增大。
该功能可在赛车前自适应后轮以将牵引力最大
化。车轮线锁会在前轮维持制动力，以允许后
轮在最小车辆移动时滑转。
该功能位于“赛道应用（Track Apps）”菜单
内。可通过方向盘上的五向信息显示屏控制键
和“确认（OK）”键进行选择。

使用车轮线锁。
总共有三个车轮线锁阶段：

• 启动阶段
• 接合阶段
• 关闭阶段

启动车轮线锁
启动阶段会验证车辆是否准备进入车轮线锁功
能，并确认驾驶员的意图。遵照信息显示屏中
的提示以启动车轮线锁。
要启动车轮线锁，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 车辆位于水平地面。
• 发动机在运转中。
• 车速低于40 km/h (25mph)。
• 选择型驾驶模式不在湿滑模式（如有配

备）。
• 无AdvanceTrac故障。
如果在启动后想要取消车轮线锁，可按下左侧
信息显示屏控制键。一旦启动，车轮线锁会处
于激活就绪状态并在车速不高于40 km/h(25
mph)时维持启动。如果车速超过40km/h(25
mph)，车轮线锁会自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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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车轮线锁
遵照信息显示屏中的提示以在启动后接合车轮
线锁。如要接合，用力踩住制动踏板。然后按
下“确认（OK）”键。一旦接合，松开制动踏
板。前制动器会维持制动，而后制动器会释
放。在该接合点，接合计时器会被激活并在驾
驶员信息显示屏上显示。
要接合车轮线锁，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 车辆位于水平地面。
• 发动机在运转中。
• 车辆停止。
• 未施加驻车制动器。
• 关闭驾驶员侧车门。
• 变速器位于前进档。
• 选择型驾驶模式没有位于湿滑模式（如有

配备）。
• 无AdvanceTrac故障。
• 方向盘必须位于正前方位置。

释放车轮线锁
在车轮线锁接合时，您可以使用“确认（OK）”
键退出（释放）该功能。在按下“确认（OK）”
键时，车轮线锁会立即释放并恢复正常车辆功
能。当车轮线锁接合时，定时器会在车轮线锁
自动释放前显示剩余时间。如果您超过了时间
限制或其他车辆条件需要车轮线锁释放，系统
会安全断开并恢复正常车辆功能。
注意:如果在车轮线锁接合时踩下制动踏板，车
轮线锁会自动关闭并恢复正常制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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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配备)

警告
为避免人身伤害，请阅读和理解本章节
中所述的本系统的一些限制。传感系统
仅可探测在平坦表面以停车速度反向运

动的一些物体（一般来说是大型且固定的物
体）。表面可吸收超声波的某些物体、交通控
制系统、荧光灯、恶劣的天气、空气制动器以
及外部电机和风扇也可能会影响感应系统的功
效发挥；包括性能降低或无法激活。

为避免人身伤害，处于倒车档 (R)和使
用感应系统时务必小心。
本系统不是为防止与小型或运动物体触
碰而设计的。系统帮助驾驶员探测大型
静止物体，发出警告，避免车辆损坏。

系统可能不能探测到较小的物体，特别是贴近
地面的物体。

某些加装设备如大型拖车连接装置、自
行车或冲浪板架等装置可能会阻挡系统
的正常探测范围，造成误鸣。

注意:确保保险杠或面板上的传感器上没有冰雪
和大块污迹。如果传感器被遮盖，会影响系统
精确性。严禁使用尖锐物体清洁传感器。
注意:在车辆保险杠或面板损坏后，如果维持其
弯曲状态而不及时修复，则传感器的探测范围
可能会因此改变，导致障碍物距离探测不准或
误鸣。
注意:如果车辆配有MyKey，则可以阻止关闭
感应系统。 参见工作原理 (页码 34)。
在保险杠区域的一定范围内有障碍物时，感应
系统会警告驾驶员。点火开关开启后，系统将
自动启动。
接收到探测警告时，收音机的音量会减小到预
设水平。警告解除后，收音机音量又回到先前
水平。

后感应系统
后传感器仅在变速器处于倒车档 (R)时开启。
车辆越靠近障碍物，警示音鸣叫频率越快。当
与障碍物的距离小于30cm时，警示音会持续
鸣响。如果在车辆侧部检测到静止或后退的障
碍物与车辆的距离大于30cm，警示音仅会鸣
响3秒。一旦系统探测到有物体靠近，警示音
会再次响起。

E130178

覆盖范围涵盖距离后保险杠远至1.8
米（6英尺）的区域。在保险杠外
角，探测覆盖范围会减少。

当变速器处于倒车档 (R)时，系统在如下情况
时可探测到物体：
• 以不超过5km/h的速度向静止物体靠近。
• 车辆静止而其他物体正以不高于5km/h的

速度向车辆后部靠近。
• 车辆以5km/h的速度移动而其他物体以低

于5 km/h速度向车辆后部靠近。
只有在车辆移动或车辆静止而探测到的障碍物
离保险杠不足30 cm远时，系统才会提供声音
警报。
系统会通过中控面板显示屏（如有配备）提供
障碍物距离提示。距离提示会在变速器位于倒
车档(R)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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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与障碍物的距离逐渐减少（障碍物逐
渐接近），提示块会点亮并朝向车辆图标
移动。

• 如果未检测到障碍物，距离提示块会灰显。
通过信息显示屏可关闭系统。如果系统存在故
障，信息显示屏中会显示警示信息，且不允许
驾驶员开启故障系统。

后视摄像机

警告
后视摄像头系统是倒车辅助装置，驾驶
员应连同内外后视镜一起使用以获得最
大覆盖范围。
由于摄像系统覆盖范围有限，您可能无
法看到保险杠拐角部位或下方的物体。
尽量缓慢倒车，因为较高车速可能缩短
停车需要的反应时间。
在使用后视摄像头和行李箱未关紧时务
必小心。如果行李箱未关紧，摄像头会
移位及视频图像可能会错误。在行李箱

未关紧时，所有准则均无效。
打开或关闭摄像头功能时要小心谨慎。
确保您的车辆未移动。

后视摄像头系统提供车辆后方的视频图像。
运行过程中，导向线出现在显示器，表示车辆
路径和与与车辆后方物体的距离。

E174502

摄像头位于行李厢盖上。

使用后视摄像头系统
将变速器置于倒车档 (R)时，后视摄像头系统
显示车辆后方物体。
此系统使用三种导向线以帮助识别车后物体：
• 固定导向线：显示车辆直线倒车时的实际

移动轨迹。此导向线有助于倒车进入停车
位或与车辆后方其他物体对齐。

• 中心线：有助于将车辆中心与其他物体（例
如拖车）对齐。

注意:如果变速器置于倒车档 (R)且行李舱未
关严，将不会显示后视摄像头特性。
注意:如果在变速器未处于倒车档 (R)时出现
图像，请联系授权经销商检查该系统。
注意:拖行前进时，摄像头仅观测车辆后方被拖
曳的物体。这就无法按照正常情况提供足够的
覆盖范围，因此您可能会无法看见某些物体。
在某些车辆中，导向线会在您接合挂车牵引接
头时消失。
在以下情况下，摄像头可能不能正常运行：
• 在夜间或黑暗区域时，倒车灯不运行。
• 泥浆、水或碎屑阻挡摄像头的视野。使用

不起毛软布和不含研磨剂的清洁剂清洁镜
头。

• 由于车辆后部损坏造成摄像头错位。
要访问任何后视摄像头系统设置，请在变速器
处于倒车档 (R)时在多功能显示屏上进行以下
选择：
• 菜单>车辆>后视摄像头
• 信息显示。 参见一般信息 (页码61)。

摄像头导向线
注意:活动导向线仅在变速器处于倒车档 (R)
时可用。
注意:在蓄电池断开后，活动导向线可能不会工
作，除非车辆行驶一段短距离及车速超过
20 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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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F

E

E142436

活动导向线A
中心线B
固定导向线：绿色区域C
固定导向线：黄色区域D
固定导向线：红色区域E
后保险杠F

活动导向线仅与固定导向线一起显示。要使用
活动导向线，转动方向盘，使导向线移至指定
轨迹。如果在倒车时方向盘位置改变，您的车
辆可能会从原定路径上偏离。
活动导向线淡入淡出由转向盘位置决定。方向
盘位置回正后，活动导向线不显示。
倒车时始终保持谨慎。红色区域内的物体离您
的车辆最近，绿色区域内的物体距离最远。物
体从绿色区域移动至黄色或红色区域，表明它
们距离车辆越来越近。使用侧视镜和后视镜以
更好地覆盖车后与两侧物体。

增强型驻车辅助
注意:倒车感应系统在车速高于5km/h时效率
降低，并且可能无法探测到特定角落的物体或
移动物体。
倒车感应系统探测到物体时，系统会在视频图
像上部以红色、黄色和绿色高亮显示。警报对
探测到的最近物体做出反应。
该功能的可选设置为ON和OFF。

配备MyFord Touch™的车辆
该系统会提供车辆和传感器区域的图像。当驻
车辅助传感器检测到覆盖区域存在物体时，该
区域会以绿色、黄色和红色高亮显示。

E130178

覆盖区域从后保险杠到达1.8米（6
英尺）远的距离。在保险杠外角，
探测距离会减少。

A

获取有关覆盖区域和后感应系统的额外信息。
参见泊车辅助 (页码 108)。

手动缩放

警告
当手动缩放开启时，并不会显示整个车
辆后方区域。使用手动缩放功能时，注
意周围事物。

注意:手动缩放仅在变速器处于倒车档 (R)时
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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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启用手动缩放时，仅显示中心线。
该功能可允许您近距离查看车辆后方物体（例
如挂车）。缩放图像将保险杠存在于图像中以
提供参照物。缩放功能仅在变速器处于倒车档
(R)时开启。变速器换出R（倒档）时，此功
能自动关闭，再次使用则需重新设置。
该功能的可选设置为ON和OFF。手动缩放默
认设置为OFF。

后视摄像头延迟
将变速器切换出倒车档 (R)并切换入驻车档
(P)以外的任何档位时，摄像头图像仍停留在
显示屏中，直至：
• 您的车速大幅提高。
• 您将车辆切换入驻车档 (P)。
• 您使用手动变速器拉起车上的手制动器。
• 过了 10秒。
将变速器切换出倒车档 (R)并切换入驻车档
(P)以外的任何档位时，摄像头图像仍停留在
显示屏中，直至车速达到8 km/h。当后视摄
像头延迟功能开启或直到选择收音机按钮时，
该情况会发生。
该功能的可选设置为ON和OFF。后视摄像头
延迟的默认设置为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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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
若配备巡航控制系统，可以不踩油门踏板就让
车辆保持设定的速度行驶。当车速高于
30 km/h时，才可使用巡航控制系统。

使用巡航控制

警告
严禁在拥挤、弯曲或湿滑路面上使用定
速巡航控制。否则可能导致车辆失控，
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
下坡时，车速可能会升至高于设定速度。
系统不会施加制动。降低一个档位，协
助系统保持设定速度。否则可能导致车

辆失控，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

注意:如果车辆上坡时车速与您设定的车速相
比，降幅超过16 km/h，巡航控制会解除。

E176993

定速巡航控制按钮位于方向盘上。

开启定速巡航控制
按下并释放ON。

E176994

仪表板上的指示灯将点亮。

设定车速
1. 将车辆加速到所需速度。
2. 按下并释放 SET+。
3. 松开加速踏板。

改变设定速度
• 按住 SET+或 SET-。达到所需速度后释

放控制按钮。
• 按下并释放 SET+或 SET-。设定的速度

以约1mph (2 km/h)的增量改变。
• 踩下加速踏板或制动踏板，直到达到所需

速度。按下并释放 SET+。

取消设定速度
按下CNCL并释放，或者踩下制动踏板。设定
的速度不会被清除。

恢复设定速度
按下RES并释放。

关闭定速巡航控制
注意:如果关闭系统，则将清除设定速度。
按下并释放OFF或关闭点火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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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
电动助力转向

警告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可进行诊断检查，持
续监控系统。一旦检测到故障，信息显
示屏中会出现消息。尽快安全停车。关

闭点火开关。过至少 10秒后，再打开点火开
关，观察信息显示屏中是否出现转向系统警告
消息。如果出现转向系统警告消息，请让授权
经销商检查该系统。

您的车辆配有电动助力转向系统。未配有储液
罐。无需进行维护。
如果车辆在行车过程中没电了，则电动助力转
向辅助功能不起作用。转向系统仍起作用，您
可以进行手动转向。手动转向更费劲。
极端连续的转动方向盘可能会让您在转向时感
到吃力。因为车辆为了避免转向系统过热造成
永久性的损伤。此时您并没有失去手动控制车
辆转向的能力。正常的驾驶和转向可以让转向
系统冷却从而恢复到正常状态。

转向技巧
如果转向出现过度或不足，检查是否是以下情
况引起：
• 轮胎气压是否正确。
• 轮胎磨损不均匀。
• 悬架部件松动或磨损。
• 转向部件松动或磨损。
• 车辆定位不正确。
注意:路面上有高的突起或强侧风也可能会导致
转向过度或不足。

自适应学习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自适应学习有助于修正车辆
以适应不平整的路面和改进整体的操控和转向
路感。电动助力转向系统会与制动系统进行通
信，有助于操控稳定性控制系统和碰撞预警系
统。另外，断开蓄电池或安装新蓄电池时，您
应该先驾驶一小段直线距离来辅助重新学习策
略和重新激活所有系统。

撞击警告系统 (如有配备)

操作准则
警告

该系统为辅助驾驶工具。仍需谨慎驾驶、
判断或刹车。该系统不会自动施加制动。
未踩下制动踏板来施加制动可能导致撞

击。
带制动辅助的前向碰撞预警系统无法防
止所有撞击。请勿依赖该系统替代人为
判断，请注意保持车距与车速。

注意:该系统不会对可能来自后部或侧面车辆的
撞击作出检测、警告或回应。
注意:车速超过约8km/h时，碰撞预警系统开
启。

E156130

该系统可以向驾驶员提示某些撞击风险。雷达
检测您的汽车是否正快速接近另一辆同向行驶
的车辆。

E156131

如是，则将亮起红色警告灯，并发出警告提示
音。
制动辅助系统通过控制制动器来辅助驾驶员降
低撞击速度。如果警告灯亮起后撞击风险增
加，制动辅助将使制动系统准备快速刹车。这
可能向驾驶员显示。该系统不会自动施加制
动，但是如果踩下制动踏板，即使轻轻踩下，
也会全力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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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方碰撞预警系统

警告
前方碰撞预警系统的制动辅助仅可在驾
驶员施加制动的情况下帮助降低撞击速
度。应像通常制动情况一样踩下制动踏

板。

使用信息显示控制可将警告系统的灵敏度调节
至三种设置之一。 参见一般信息 (页码61)。
注意:如果前方碰撞预警过度频繁或令人反感，
可将警告灵敏度调低，即使制造商建议使用最
高灵敏度设置。若将灵敏度调低，系统警告会
变少，且有所延迟。 参见一般信息 (页码
61)。

传感器受阻

E145632

如信息显示屏上出现关于传感器受阻的消息，
传感器发出的雷达信号亦会受阻。传感器位于
驾驶员侧格栅下侧后部。如传感器受阻，则无
法检测到前行车辆，且前方碰撞预警系统不会
运行。下表将列出显示该消息的可能原因与行
为。

采取措施原因

清理雷达前部的格栅表面，或拆除导致阻碍的物
体

格栅内的雷达表面因某种原因受污或受阻

稍等片刻。雷达检测其是否已不再受阻可能需
要几分钟

格栅内的雷达表面清洁，但仍显示该消息

前方碰撞预警系统暂时失效。天气状况改善后
短时间内，前方碰撞预警系统会自动重启

大雨、雾气、雪或大雾会干扰雷达信号

前方碰撞预警系统暂时失效。天气状况改善后
短时间内，前方碰撞预警系统会自动重启

路面上的水潭、积雪或冰块可能干扰雷达信号

系统局限性

警告
前方碰撞预警系统的制动辅助仅可在驾
驶员施加制动的情况下帮助降低撞击速
度。应像通常制动情况一样踩下制动踏

板。

由于雷达技术的性质，在某些情况下，车辆不
会发出前方碰撞预警。例如：
• 车辆静止或以低于6mph的速度行驶。
• 道路上的行人或物体。
• 同一车道上的对面来车。

• 恶劣的天气状况（详见传感器受阻部分）。
• 前照灯附近格栅上的碎屑（详见传感器受

阻部分）。
• 与前行车辆的距离短。
• 方向盘与踏板活动过大（驾驶速度非常

快）。
如车辆前端受到撞击或受损，雷达感应区域的
改变可能造成前方碰撞预警丢失或错误。请于
授权经销商处检查前方碰撞预警雷达是否正常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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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控制
选择型驾驶模式
选择型驾驶模式通过一套先进的电子车辆系统
来传递驾驶体验。这些系统可优化转向性能、
操纵性和动力响应。这提供了单一位置，以便
控制多个系统性能设置。
选择型驾驶模式包括以下系统：
•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可根据所选模式调节转

向力和转向感。 参见转向 (页码 113)。
• 电子稳定控制系统和牵引力控制系统可在

不利条件或高性能驾驶中控制车辆。 参见
稳定控制 (页码 105)。

• 电子节气门控制系统可增强动力传动系响
应输入。

使用选择型驾驶模式
选择型驾驶模式会对所选择的模式自适应车辆
配置。

E174706

要改变驾驶模式设置，可切换在仪
表板上显示屏下方的模式按钮/开
关。第一次按下模式按钮/开关会点

亮选定模式，连续按下会改变选定模式。
注意:当车辆点火开关关闭或选择倒车档(R)
时，无法改变模式。处于前进档(D)时，可用
模式为正常、运动+、赛车和雪地/湿滑。处于
运动档(S)时，雪地/湿滑和正常模式不可用。
模式：
• 正常–提供舒适性和操纵性的均衡组合。

该模式可提供卓越的驾驶体验和与道路的
直接关联性，而不会牺牲任何车辆稳定性。

• 运动+–提供更为运动的转向感和油门响
应。运动+模式在更为激烈的驾驶过程中是
理想的选择。

• 赛车–提供高性能驾驶体验。发动机直接
响应驾驶员输入，并呈现出更强劲的响声。
赛车模式可满足对纯性能的要求。以性能
为导向的AdvanceTrac模式会在选择赛车
驾驶模式时自动激活。在该模式时，
AdvanceTrac干预度会降低，并专门切换
至赛车用途而不用于公路。 参见使用稳定
控制 (页码 105)。

• 雪地/湿滑 -可在天气不良时提供令人倍感
信心的驾控体验。该模式可提供令人倍感
信心的驾驶体验和与道路的直接关联性，
而不会牺牲任何车辆稳定性。

注意:可选型驾驶模式会进行诊断检测，可连续
监测系统以确保正常运行。某些选定驾驶模式
会根据换档杆位置而无法使用（例如，雪地/湿
滑模式在运动档(S)位置时不可用）。如果选
定模式因系统故障或换档杆位置改变而不可用，
选定模式会默认为正常。

可选型转向
注意:如果蓄电池被断开或拆除，转向设置默认
为正常。

E174705

要改变转向感，可切换仪表板上的
开关。第一次按下会点亮选定模
式，连续按下会改变选定模式。

模式：
• 正常 -默认出厂设置。
• 运动-转向力会略大，通过方向盘感觉到的

道路反馈更为强烈。
• 舒适-转向力会略小，通过方向盘感觉到的

道路反馈不太明显。
在选择理想设置后，您会在转向时感觉到方向
盘传出柔和的抖动反馈。
注意:如果您的车辆配备选择型驾驶模式功能，
转向感会在您选择新的驾驶模式时改变。通过
按下转向按钮/开关，您可以临时关闭自动选择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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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警告
使用符合认可标准的负载紧固带，比如:
DIN。
确保所有松散物品都正确固定。

将行李厢或其他储物空间内的行李或其
他物品尽可能的靠下、靠前放置。
行驶时严禁打开尾门或后门。排放的废
气可能进入车内。
严禁超过车辆前后轴的最大承载量。 参
见车辆识别标牌 (页码 164)。
严禁车内物品触及后车窗。

注意:车上装有长物品（如管子、木料或家具）
时，注意不要损坏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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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拖车

警告
禁止使用本车牵引拖车。此动力系统不
得用于牵引车辆。

运输车辆

E143886

如果您需要牵引车辆，请联系专业的拖车公司，
或者如果您是道路救援计划的成员，请联系您
的道路救援服务提供商。
我们建议使用车轮举升机和支地轮或平板车设
备来牵引您的车辆。严禁使用拖绳拖车。福特
汽车公司不允许使用拖绳拖车。如果使用其他
方式或不正确的方式进行拖车，则可能会损坏
车辆。
福特汽车公司编制了拖车手册，供所有授权拖
车操作员使用。请您的拖车操作员阅读本手册
查找连接装置并牵引本车的正确程序。

使用车轮举升机设备从前部牵引车辆时，必须
将后轮（驱动轮）置于牵引台车上。这样可防
止损坏变速器。
使用车轮举升机设备从后部牵引车辆时，必须
将前轮置于牵引台车上。这样可防止损坏前保
险杠。

车辆四轮着地拖吊
应急牵引
在下列情况中您可以平拖（所有车轮着地，而
不管动力系统/变速器配置）您的抛锚车辆（无
法提供车轮台车、牵引拖车或平板运输车）。
• 车头朝前以便向前牵引。
• 将变速器置于空档 (N)。如果无法将变速

器置于空档 (N)，可能需要进行超控。 参
见变速器 (页码98)。

• 最大速度为56 km/h。
• 最大距离为80 km。

休闲旅游车牵引
注意:温度控制系统处于内循环空气模式中，以
防止废气进入。 参见气候控制 (页码 77)。
如果您需要休闲旅游车牵引，请遵守上述指南。
休闲旅游车在房车后面牵引您车辆的示例。这
些指南可确保您在牵引时不会损伤变速器。
不得在任何车轮着地时牵引车辆，否则车辆或
变速器会受损。建议在所有四(4)个车轮离地
时牵引车辆，例如使用牵引拖车时。否则，您
不得牵引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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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合
新轮胎需要约480km的磨合里程。在此期间，
您的车辆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行驶特性。
在最初的1600km内，避免过快行驶。经常变
换车速和档位。避免过度使用发动机。
严禁在最初的1600km内拖车。

经济驾驶
燃油经济性受多种因素影响，例如您的驾驶方
式，驾驶情况以及如何保养汽车。
记住以下方式，可提高您的燃油经济性：
• 平稳加速与减速，即温和驾驶。
• 以稳定速度驾驶。
• 预先判断停车：缓慢减速也许会消除停车

的必要。
• 结合任务，并将快速启动与急停驾驶减少

至最低。
• 当运行任务时，首先驶至最远目的地，

然后从您的路线返回家。
• 高速行驶时请关闭车窗。
• 请以合理车速驾驶。（驾驶时速为105kph

所消耗的燃料比时速为121kph时低
15%）。

• 使车胎保持在适当的充气状态，且使用推
荐的车胎型号。

• 请使用推荐的发动机油。
• 请进行所有定期预定的保养维修。
以下行为会降低您的燃油经济性，因此您需要
避免：
• 请勿突然加速或急加速。
• 汽车熄火前请勿加速发动机运转。
• 请勿使发动机长时间处于空转状态。
• 请勿在寒冷的早晨预热您的汽车。
• 请减少车内空调与暖气的使用。
• 请勿于丘陵地形使用加速控制。
• 驾驶时请勿将脚置于制动踏板上。

• 请勿搭载不必要的物重（每搭载180公斤的
物体，就会消耗约每公升行驶0.4公里）。

• 请勿在您的汽车上添加特殊附件（例如昆
虫挡板、翻车保护杆或亮条、踏脚板或雪
橇架等）。

• 请校准方向盘后再驾驶。

涉水行驶

警告
禁止驾车涉过流水或深水，否则可能会
导致车辆失控。

注意:驾车涉过静水会造成车辆受损。
注意:如果有水进入空气滤清器，发动机会被损
坏。
在驾车涉过静水前，需检查水深。严禁驾车通
过水深高于车辆前门槛区域底部的路面。

E176360

在驾车涉过静水前，应缓慢行驶而且不要停车。
制动器性能和牵引力可能会受到限制。在驶过
水面后如果安全立即进行：
• 轻度踩下制动踏板以使制动器干燥并检查

制动器是否工作。
• 检查喇叭是否工作。
• 检查外部车灯是否工作。
• 转动方向盘以检查转向助力系统是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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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警告
务必使用为车辆脚部空间特别设计的脚
垫。不要让脚垫挡住踏板。脚垫要与固
位钉牢牢固定，不要让其阻碍踏板，或

以其他方式妨害车辆的安全操作。
如果踏板受到阻碍，车辆可能失去控制，
还可能造成人身伤害。
始终确保脚垫正确固定在汽车随附的地
毯固位钉处。脚垫必须与两个固位钉同
时固定，以防止脱离。
不要将未固定的脚垫或其他覆盖物放在
车辆的脚部空间，这样会影响踏板的使
用或车辆的控制。
不要将脚垫或其他覆盖物置于装好的脚
垫上。脚垫要置于车辆的地毯表面，而
不能置于另外的脚垫或覆盖物上。额外

的脚垫或其他覆盖物将挡住踏板从而可能影响
其操作。

定期检查脚垫的固定情况。在取下脚垫
进行清洗或更换后，务必正确重新安装
和固定脚垫。
确保车辆行驶过程中，物件不要掉落在
驾驶员的脚部空间。松动的物体可能会
卡在踏板下方，造成车辆失控。
未能遵守脚垫安装或固定说明，可能会
影响踏板的操作从而造成车辆失控。

E142666

安装脚垫时，将脚垫摆放在正确的位置，让孔
眼与固位钉对准，然后按下锁定。

按照与安装相反的顺序取下脚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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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警示灯
注意:在点火开关处于任意位置或钥匙没有位于
点火开关内时，危险警告灯均会工作。如果在
发动机未运转时使用该功能，蓄电池将耗电。
因此会导致电量不足而无法起动发动机。

E142663

危险警告灯控制键位于仪表板上，
收音机旁。可在车辆抛锚或对其它
机动车驾驶员构成安全危险时使用。

• 在按下危险警告灯控制键后，所有前后转
向指示灯均会闪烁。

• 再次按下可将指示灯关闭。

燃油关闭

警告
在发生碰撞后，未检查且未在必要时维
修燃油泄漏故障，可增加火灾与严重人
身伤害的风险。福特汽车公司建议在发

生任何碰撞后均应到授权经销商处检查燃油系
统。

本车配有燃油泵截断功能，可在中度至重度碰
撞中停止向发动机供油。不是每次碰撞都会停
供燃油。
如果您的车辆在发生碰撞后切断燃油，则需要
重新起动车辆。配备一键启动系统的车辆：
1. 按下启动/停止按钮关闭点火开关。
2. 踩下制动踏板并按下 “启动/停止

（START/STOP）”按钮以起动车辆。
3. 将脚从制动踏板或离合器踏板上移走并按

下启动/停止按钮关闭点火开关。
4. 踩下制动踏板或离合器踏板并按下启动/停

止按钮，或在不踩下制动踏板或离合器踏
板的情况下通过按下启动/停止按钮开启点
火开关。两种方法均可重启燃油系统。

注意:您在燃油切断后尝试重新起动车辆时，车
辆会先确保各种系统是否安全再重新起动。一
旦车辆判定系统安全后，即可允许您重新起动
车辆。
注意:如果尝试三次后车辆仍无法重新起动，请
联系福特授权经销商。

跨接起动车辆

警告
如果蓄电池周围的气体遇到火焰、火花
或点燃的香烟会引起爆炸。爆炸可能会
造成人身伤害或车辆损伤。
蓄电池中含有硫酸，一旦接触，会灼伤
皮肤、眼睛和衣物。
绝缘夹钳仅适用于尺寸合适的电缆。

车辆准备工作
注意:严禁试图推车起动自动变速器车辆。自
动变速器车辆没有推车起动功能。试图推车起
动带自动变速器的车辆可能会损坏变速器。
注意:只能使用12伏电源启动车辆。
注意:严禁断开缺电车辆的蓄电池，否则会损坏
车辆的电气系统。
将供电车辆停放在缺电车辆的发动机罩附近，
但严禁两车接触。关闭所有附件。

连接跨接电缆
警告

严禁将电缆作为接地点与燃油管、发动
机摇臂盖、进气歧管或电气元件相连。
避免接触运转部件。为避免反极性连接，

确保在连接电缆前正确识别缺电车辆和供电车
辆的正极（+）和负极（-）端子。

注意:在此图片中，下面的车辆代表供电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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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42664

1. 将正极 (+)跨接电缆连接到缺电蓄电池的
正极（+）端子上。

2. 将正极（+）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供电蓄电
池的正极（+）端子上。

3. 将负极（-）电缆连接到供电蓄电池负极
（-）端子上。

4. 如果可行，将负极（-）电缆最后连接到缺
电车辆发动机的金属裸露部位，或将负极
（-）电缆连接到接地点。

警告
严禁将另一根电缆的端部连接到要跨接
的蓄电池的负极 (-)端子上。火花可能
引起蓄电池周围的气体发生爆炸。

跨接启动
1. 起动供电车辆的发动机并适当提高发动机

转速，或轻踩加速踏板以保持转速表显示
的发动机转速在每分钟2000转至3000转
（rpm）之间。

2. 启动缺电车辆的发动机。
3. 一旦缺电车辆起动，两车发动机均需要额

外运转3min后才能断开跨接电缆。

拆卸跨接电缆
按照和连接电缆相反的顺序拆下跨接电缆。

4

1

3

2

E142665

1. 如果可行，从接地金属表面或连接点上拆
下跨接电缆。

2. 从供电车辆蓄电池的负极（-）端子上拆下
跨接电缆。

3. 从供电车辆蓄电池的正极（+）端子上拆下
跨接电缆。

4. 从缺电车辆蓄电池的正极（+）端子上拆下
跨接电缆。

缺电车辆起动并且拆下跨接电缆后，让车辆再
怠速运转几分钟，以便蓄电池再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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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发生报警系统
当发生导致安全气囊（正面、侧面、侧帘或安
全顶篷）或安全带预紧器展开的严重碰撞时，
该系统促使转向信号灯闪烁，并使喇叭发出间
歇的鸣响。
出现以下情况时，喇叭与车灯将会关闭：
• 按下危险警告灯控制键。
• 按下遥控进入发射器上的紧急按钮（如有

配备）。
• 车辆蓄电池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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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丝规格表
配电盒

警告
在维修大电流保险丝前务必断开蓄电池。

警告
为降低触电风险，重新连接蓄电池或重
新加注储液罐之前务必更换配电盒罩。

配电盒位于发动机舱内。配电盒内有大电流保
险丝，可防止车辆主要电气系统超负荷。
如果断开并重新连接蓄电池，您需要重置某些
功能。 参见更换 12V蓄电池 (页码 137)。

E174563

保护组件保险丝额定电流保险丝或继电器编号

未使用。—1

未使用。—2

未使用。—3

未使用。—4

自动制动系统泵。50A*5

车身控制模块。50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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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组件保险丝额定电流保险丝或继电器编号

车身控制模块。60A*7

车身控制模块。50A*8

后窗除霜器。40A*9

鼓风机电机。40A*10

左前车窗。30A**11

驾驶员座椅。30**12

乘客座椅。30A**13

温度控制座椅模块。30A**14

可折叠顶篷电机。20A**15

未使用。—16

可折叠顶篷电机。20A**17

未使用。—18

转向柱锁继电器。20A***19

制动器打开 -关闭开关。10A***20

喇叭。20A***21

动力系统控制模块继电器。10A***22

空调离合器。10A***23

电压质量模块。30A**24

未使用。—25

雨刷电机。25A**26

未使用。—27

自动制动系统阀。30A**28

电风扇 1。30A**29

起动机电磁阀。30A**30

电风扇3。40A**31

锁栓继电器线圈。10A***32

左侧高强度放电前大灯。20A***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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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组件保险丝额定电流保险丝或继电器编号

未使用。—34

右侧高强度放电前大灯。20A35

交流发电机传感器。10A***36

未使用。—37

车辆电源 1。20A***38

未使用。—39

车辆电源2。20A***40

喷油器。15A***41

车辆电源3。15A***42

未使用。—43

车辆电源4。15A***44

未使用。—45

未使用。—46

未使用。—47

未使用。—48

燃油泵。30A**49

转向柱锁继电器。—50

未使用。—51

喇叭继电器。—52

点烟器。20A**53

辅助电源插座。20A**54

电风扇2。25A**55

未使用。—56

空调离合器继电器。—57

未使用。—58

未使用。—59

动力系统控制模块。5A***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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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组件保险丝额定电流保险丝或继电器编号

未使用。—61

防抱死制动系统运行-启动开关。5A***62

未使用。—63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5A***64

未使用。—65

盲区监测系统。5A***66
倒车影像系统
空调压缩机继电器线圈。

未使用。—67

前大灯水平调节开关。10A***68

辅助电源插座继电器。—69

加热式外后视镜。10A***70

未使用。—71

雨量传感器模块。5A***72

未使用。—73

空气流量传感器。5A***74

未使用。—75

后窗除霜器。—76

电子冷却风扇2。—77

左侧高强度放电前大灯继电器（出口）。—78

右侧高强度放电前大灯继电器（出口）。—79

雨刷继电器。—80

起动机电磁阀。—81

动力系统控制模块继电器。—82

未使用。—83

未使用。—84

未使用。—85

未使用。—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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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组件保险丝额定电流保险丝或继电器编号

未使用。—87

未使用。—88

电风扇1继电器。—89

未使用。—90

电风扇3继电器。—91

鼓风机电机继电器。—92

未使用。—93

燃油泵继电器。—94

*管状保险丝。
**微型保险丝。

乘客舱保险丝板
保险丝板位于乘客搁脚区域的右侧，在饰板和
塑料钥匙密码卡的后方。

要拆除饰板，从后固定钩处将其上拉，同时将
其拉向自己并从侧面摇开。要重新安装饰板，
将标签对准饰板上的凹槽并将饰板降回到位，
然后推动饰板将其关闭。
要触及保险丝板，首先取下钥匙密码卡。
在更换保险丝后，将密码卡装回原位。要重新
安装饰板，将标签对准饰板上的凹槽并将饰板
降回到位，然后推动饰板将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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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74564

保护组件保险丝额定电流保险丝或继电器编号

门控灯。10A1

电动后视镜记忆模块。7.5A2

驾驶员控制台解锁。20A3

未使用。5A4

超低音放大器。20A5

未使用（备用）。10A6

未使用（备用）。10A7

未使用（备用）。10A8

未使用。10A9

未使用。5A10

未使用。5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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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组件保险丝额定电流保险丝或继电器编号

温度控制模块。7.5A12

网关模块。7.5A13
转向柱控制模块。
组合仪表。

未使用（备用）。10A14

网关模块。10A15

行李箱盖释放。15A16

未使用（备用）。5A17

入侵传感器模块。5A18

乘客安全气囊停用指示灯。5A19

未使用（备用）。5A20

车内温度和湿度传感器。5A21

乘员分类系统模块。5A22

开关。10A23
电动车窗。
后视镜。

中控门锁解锁。30A24

未使用（备用）。30A25

右前车窗电机。30A26

放大器。30A27

辅助车身模块。20A28

左后车窗电源。30A29

右后车窗电源。30A30

未使用（备用）。15A31

远程遥控无钥匙进入。10A32
多功能显示屏。
SYNC。
全球定位系统模块。
仪表。

音响主机。20A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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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组件保险丝额定电流保险丝或继电器编号

运行-启动总线。30A34

约束控制模块。5A35

辅助车身模块。15A36

配电盒运行-启动总线。15A37

未使用（备用）。30A—

更换保险丝
保险丝

警告
您必须使用具有规定额定电流的保险丝
更换故障保险丝。如果使用额定电流较
高的保险丝，可能导致严重的线路损坏

并引起火灾。

E142430

如果车内的电气元件工作不正常，则保险丝可
能出现故障。保险丝熔断表明保险丝故障。更
换任何电气元件前先检查相应的保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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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定期保养车辆，可以保持车辆的使用性能和转
售价值。授权经销商网络遍布全国，拥有众多
专业的维修技术专家为您服务。我们坚信经过
专业培训的维修技术人员完全可以为您的爱车
提供专业的服务。高度专用化的维修工具为您
的车辆特殊开发而成。
为帮助您更好地保养车辆，我们为您提供了车
辆例行保养进度表，方便您掌握车辆的例行保
养信息。
如您的车辆需要专业维修，授权经销商可为您
提供必要的零件与服务。请检查您的保修信息
以明确保修范围所涵盖的零件与服务。
仅可遵照说明书使用推荐的油液、润滑剂及维
修零件。Motorcraft®零件经设计并安装可在
您的车内实现最佳性能。

预防措施
• 不得在高温发动机上作业。
• 确保运动零件内未卡入任何异物。
• 在发动机于封闭空间内运行情况下，不得

在车上工作，除非您确保充分通风。
• 确保所有明火与其他燃烧物（例如香烟）

远离蓄电池和与燃油有关的所有零件。

发动机关闭时工作
1. 设置驻车制动，切换至“驻车档(P)”。
2. 关闭发动机。
3. 阻塞车轮。

发动机开启时工作
警告

为降低车辆损坏和/或人身伤害的风险，
严禁在卸下空气滤清器后起动发动机，
同时在发动机旋转时严禁卸下发动机。

1. 设置驻车制动，切换至“驻车档(P)”。
2. 阻塞车轮。

打开和关闭发动机舱盖

E142457

1. 进入车内，拉动位于仪表板左下方的发动
机罩开启手柄。

E174561

2. 将双级开启手柄推至左侧以释放发动机罩
锁。

3. 抬起发动机罩，直到提升油缸将其撑起。
4. 要关闭，降下发动机罩。确保发动机罩正

确锁定。

131

Mustang (), zhCHN

保养

www.inhauto.com



发动机舱概览 - 2.3L ECOBOOST™

E174450

蓄电池（未显示）。 参见更换 12V蓄电池 (页码 137)。A
发动机油尺。 参见机油尺 (页码 134)。B
发动机油加注口盖。 参见机油检查 (页码 134)。C
制动液储液罐。 参见制动液检查 (页码 137)。D
空气滤清器总成。 参见更换发动机空气滤清器 (页码 142)。E
发动机冷却液储液罐。 参见发动机冷却液检查 (页码 134)。F
挡风玻璃清洗器液储液罐。 参见洗涤液检查 (页码 137)。G
配电盒。 参见保险丝 (页码 123)。H

132

Mustang (), zhCHN

保养

www.inhauto.com



发动机舱概览 - 5.0升32VTI-VCT, 5.0L

E174560

蓄电池（未显示）。 参见更换 12V蓄电池 (页码 137)。A.
发动机油加注口盖。 参见机油检查 (页码 134)。B.
发动机油尺。 参见机油尺 (页码 134)。C.
制动液储液罐。 参见制动液检查 (页码 137)。D.
空气滤清器总成。 参见更换发动机空气滤清器 (页码 142)。E.
发动机冷却液储液罐。 参见发动机冷却液检查 (页码 134)。F.
挡风玻璃清洗器液储液罐。 参见洗涤液检查 (页码 137)。G.
配电盒。 参见保险丝 (页码 12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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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油尺

E161560

A B

最小值A
最大值B

机油检查
1. 确保车辆停放在水平地面上。
2. 关闭点火开关并等待10min让机油流入油

底壳。
3. 拔出机油尺，用干净无绒软布擦拭。重新

插入机油尺后拔出，检查机油油位。
如果油位处于最小刻度线，请立即添加机油。
参见车辆参数 (页码 165)。
注意:在起动发动机前检查油位。
注意:确保油位处于最大刻度和最小刻度之间。
注意:严禁使用机油添加剂或其它发动机养护
品。否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损坏发动机。
注意:在车辆行驶大约5000km后，新发动机
的机油油耗会达到正常值。

机油加注
警告

仅当发动机冷态时添加。如果发动机热
态时，等待10min，待其冷却。如不小
心，可能导致受伤。
严禁在发动机运转时拆下储液罐盖子。
如不小心，可能导致受伤。

1. 拆下机油加油口盖。
2. 添加满足福特要求规格的机油。 参见车辆

参数 (页码 165)。
3. 装回加油口盖。拧紧盖子，直到感觉有强

烈的阻力。
注意:加注机油油位严禁超过最大刻度线。油
位超过最大刻度线可能会损坏发动机。
注意:用吸水布立即吸掉溅出的油液。

发动机冷却液检查

警告
发动机温度高时，请勿添加发动机冷却
液。高温的冷却系统释放的蒸汽和滚烫
液体会造成严重烫伤。冷却液泼洒在发

动机高温部件上同样会造成严重烫伤。
请勿将发动机冷却液置于挡风玻璃清洗
液容器内。如果将发动机冷却液喷到挡
风玻璃上，可能难以看清前方道路。
要降低人员受伤的风险，确保在拧下冷
却液减压盖前发动机已经冷却。冷却系
统处于压力作用下。当稍稍拧松盖子时

蒸汽与高温液体会猛烈喷出。
添加冷却液严禁超过MAX（最大值）标
记。

检查发动机冷却液
发动机冷机时，按照保养计划信息中列出的时
间间隔对发动机冷却液的浓度和液位进行检查。
注意:确保冷却液液位在冷却液储液罐的MIN
（最小值）和MAX（最大值）标记之间。
注意:冷却液遇热会膨胀。液位可能会超过MAX
标记。
注意:如果液位处于MIN（最小值）标记、低
于MIN（最小值）标记或已经耗尽，则立即添
加冷却液。请参见本章节中的添加发动机冷却
液。
保持冷却液浓度在48％至50％，这相当于冰
点在-34°C (-30°F)和-37°C (-34°F)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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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为了获得最佳结果，应使用诸如Robinair
75240的冷却液和蓄电池折射计等检测冷却液
浓度。福特建议您不要使用比重计或冷却液测
试条测量冷却液浓度。
注意:汽车油液不可互换。请勿在指定功能和
车辆位置以外使用发动机冷却液、防冻剂或挡
风玻璃洗涤液。

添加发动机冷却液
注意:请勿使用防泄漏颗粒、冷却系统密封剂或
添加剂，否则会损坏发动机冷却系统或加热系
统。此类损坏不在保修范围内。
注意:车辆正常工作期间，发动机冷却液的颜色
会从橙色变为粉色或浅红色。只要发动机冷却
液干净无污染，此颜色变化不表示发动机冷却
液等级降低，也无需排空发动机冷却液、冲洗
系统、或更换发动机冷却液。
请勿在车辆中混合使用不同颜色或类型的冷却
液。混合使用发动机冷却液可能损坏发动机的
冷却系统。使用不当的冷却液可能会损坏发动
机和冷却系统部件，并使保修失效。请使用符
合福特技术规范的预稀释型发动机冷却液。参
见车辆参数 (页码 163)。
发生紧急情况时，可添加大量不含发动机冷却
液的水，以到达车辆维修站。在此情况下，有
资格的人员：
1. 必须排空冷却系统。
2. 使用Motorcraft高级冷却系统冲洗液对冷

却系统进行化学清洗。
3. 尽快加注发动机冷却液。
只添加水（不含发动机冷却液）会导致发动机
因腐蚀、过热或冻结而出现损坏。
不得使用下列液体作为冷却液替代品：
• 酒精。
• 甲醇。
• 盐水。
• 请勿使用任何混合有酒精或甲醇防冻剂或

冷却液的发动机冷却液。
酒精和其他液体会导致发动机因过热或冻结而
出现损坏。

请勿向冷却液中添加额外的抑制剂或添加剂。
这些物质有害，会破坏发动机冷却液的防腐蚀
功能。
添加冷却液时：
1. 慢慢旋开储液罐盖。在旋开盖子的过程中

会将所有压力释放。
2. 请添加符合福特技术规范的预稀释型发动

机冷却液。 参见车辆参数 (页码 163)。
3. 在接下来的数次驾驶车辆时，检查冷却液

储液罐中的冷却液液位。
4. 如有必要，添加足量的预稀释型发动机冷

却液，使冷却液液位达到适当水平。

回收的发动机冷却液
福特汽车公司建议您不要使用回收的发动机冷
却液，因为福特批准的回收流程目前尚不可用。
应使用合适的方式报废旧发动机冷却液。请遵
守您所在社区制定的与回收和报废汽车油液相
关的规定和标准。

恶劣的气候条件
如果您在极冷的气候条件下驾驶车辆：
• 可能需要请福特授权的经销商将冷却液浓

度增大至高于50%。
• 60%的冷却液浓度可提供优异的冰点防

护。发动机冷却液的浓度在60%以上，
会降低发动机冷却液的过热保护特性，并
且可能会损坏发动机。

如果您在极热的气候条件下驾驶车辆：
• 可能需要请福特授权的经销商将冷却液浓

度降低至40%。
• 40%的冷却液浓度可提供优异的过热防

护。发动机冷却液的浓度在40%以下，
会降低发动机冷却液的防腐蚀或防冻特性，
并且可能会损坏发动机。

全年在非极端气候条件下驱动的车辆应使用预
稀释型发动机冷却液以对冷却系统和发动机进
行最佳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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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系统失效保护须知
如果发动机冷却液供应不足，冷却系统失效保
护可允许您在部件受损程度加剧前暂时驾驶车
辆。失效保护距离取决于车外温度、车辆载荷
和地形。

冷却系统失效保护的工作原理
如发动机开始出现过热情况，则发动机冷却液
温度表将移至红色（高温）区且：

冷却液温度警告灯会点亮

立即维修发动机的故障警告灯会点
亮。
如果发动机达到预设的超温条件，

则发动机会自动切换为交替气缸运行。各个被
停用的气缸可用作气泵，同时冷却发动机。

发生此情况时，您的车辆仍可运行。但是：
• 发动机功率将受限。
• 这会停用空调系统。
继续运行会使发动机温度升高，导致发动机彻
底关闭。在此情况下，转向和制动力会增加。
一旦发动机冷却下来，即可重新起动发动机。
尽快将您的车辆送至福特授权经销商处，以尽
量降低对发动机的损坏。

激活失效保护模式的时机

警告
失效保护模式仅供应急使用。仅在必要
时以失效保护模式行车，以便在安全位
置内泊车寻求即时维修。处于失效保护

模式时，车辆会限制功率，无法持续高速运行，
且在未予警报情况下彻底停止运转，同时可能
损失发动机功率、动力转向辅助及动力制动辅
助，进而导致严重人身伤害的撞车事故可能性
上升。

严禁在发动机运转或温度较高时打开冷
却液储液罐盖。

处于失效保护模式时发动机功率受限，因此应
小心驾车。车辆将无法维持高速运行，发动机
将工作不良。
切记，发动机能够自动停止运转以避免损坏发
动机。在此情况下：
1. 尽快在路边安全停车并关闭发动机。
2. 将车辆拖至授权经销商处。
3. 如情况不允许，则稍作等待以便发动机冷

却。
4. 检查冷却液液位，如果过低，则进行添加。
5. 重新起动发动机并驾车前往授权经销商。
注意:驾驶未经维修的车辆会增加发动机损坏的
机率。尽快联系授权经销商。

发动机油液温度管理系统（如配备）

警告
为降低碰撞和受伤风险，在油液温度下
降前需对车速可能下降及车辆无法以全
功率加速等情况做好准备。
严禁在发动机运转或温度较高时打开冷
却液储液罐盖。

您的车辆可以牵引挂车，但由于额外的荷载，
汽车发动机会在恶劣工作条件（例如在高温天
气下载牵引挂车的同时攀爬长坡或陡坡）下暂
时到达更高的温度。
此时您会注意到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表指针会朝
向H移动，而且“减少动力降低引擎温度”信息
可能会出现在信息显示屏中。
您会注意到车速会因动力下降而降低。为管理
发动机油液温度，如果发生某些高温和高负荷
情况，您的汽车可能会进入该模式。车速降低
多少取决于诸多因素，例如车辆荷载、牵引、
坡度和环境温度。如果该情况发生，无需在路
边停车。在此信息激活时，您可以继续驾驶车
辆。
T在恶劣工作条件下，空调还会循环开启和关闭
以防止发动机过热。当发动机冷却液温度降至
正常工作温度时，空调会再次开启。
如果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表完全移动至红色（高
温）区域，或如果冷却液温度警告灯或“立即维
修发动机”信息出现在信息显示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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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尽快在路边安全停车并将变速器挂入驻车
档（P）。

2. 让发动机运转直到冷却液温度表指针移开
红色（高温）区域。数分钟后，如果温度
未下降，执行剩余步骤。

3. 在检查冷却液液位前，关闭发动机并待其
冷却。

4. 如果冷却液液位正常，重新起动发动机并
继续。

5. 如果冷却液不足，添加冷却液并重新启动
车辆。请参见本章节中的 “添加发动机冷
却液”或 “冷却系统失效保护须知”以获取
更多信息。

自动变速器油液检查
必要时可要求授权经销商在正确的保养间隔内
检查和更换变速器油。
自动变速器没有变速器油量尺。
请参见定期保养信息，以获取油液检查和更换
的预定周期。变速器不会消耗油液。然而，如
果出现变速器打滑及换档迟钝或发现油液泄漏
的迹象，请联系授权经销商。
不得使用额外的变速器油添加剂、处理剂或清
洁剂。使用上述材料会影响变速器的工作，导
致变速器内部组件损坏。

制动液检查
液位位于MIN和MAX刻度线之间是正常工作范
围，不需要添加油液。如果液位在正常工作范
围之外，系统的性能可能会受到影响，请立即
求助授权经销商。

动力转向油检查
您的车辆配有电子助力转向（EPS）系统。没
有储液罐，因此不需要检查或添加油液。

洗涤液检查

警告
如果在温度低于40°F（5°C）的区域驾
驶车辆，请使用含防冻剂的洗涤液。在
寒冷天气中，若未使用含防冻剂的洗涤

液，可能会导致风挡玻璃的视野不清，增加受
伤或发生事故的风险。

如果洗涤液位较低，向储液罐中添加洗涤液。
仅使用符合福特技术规范的洗涤液。参见车辆
参数 (页码 163)。
国家或地区有关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规定可能
限制使用甲醇作为普通风挡玻璃洗涤液的防冻
添加剂。所使用的含非甲醇防冻剂的洗涤液应
防冻，不会损坏车辆面漆、雨刮片或清洗器系
统。

燃油滤清器
您的车辆配备可终生使用的燃油滤清器，该滤
清器与燃油箱集成一体。无需定期保养或更
换。

更换 12V蓄电池

警告
蓄电池通常会产生爆炸性气体，可能伤
及人身。因此，切勿让明火、火花或点
燃的物体靠近蓄电池。在蓄电池附近工

作时，请务必对面部和眼睛做好防护措施。务
必正确通风。

本车可配有多个蓄电池，仅拆除一个蓄
电池的电缆不会断开车辆电气系统。在
断开电源时，确保断开所有蓄电池的电

缆。未能遵照该注意事项会造成严重的人身伤
害或财产损失。

抬起塑料蓄电池体时，端壁上的压力过
大可能会导致酸流过通气孔盖，从而造
成人身伤害并损坏车辆或蓄电池。通过

蓄电池托架抬起蓄电池或将手放在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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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确保蓄电池远离儿童。蓄电池内含硫酸。
避免接触皮肤、眼睛或衣服。在蓄电池
附近工作时，做好眼睛防护，以防酸溶

液溅出。如果皮肤或眼睛接触到酸，则立即用
水冲洗至少15分钟，并尽快就医。如果误吞酸,
则尽快就医。

注意:如果蓄电池配备护盖，则应确保在清洁或
更换蓄电池后重新安装。
注意:蓄电池接线柱、端子和相关附件含有铅和
铅化合物。接触后要洗手。
注意:由经销商或用户自己加装的电子或电气附
件或部件会对蓄电池性能和耐用性产生不利影
响。
本车辆配备Motorcraft免维护蓄电池，该蓄电
池在其使用寿命内通常不需要额外的加水
为了实现长时间不间断地工作，请确保蓄电池
顶部清洁和干燥。此外，还应确保蓄电池电缆
始终牢牢紧固到蓄电池端子上。
如果发现蓄电池或端子上有任何腐蚀，则从端
子上拆下电缆并用钢丝刷清洁。可用碳酸氢钠
和水溶液中和酸。
如果计划长时间停放车辆，建议将蓄电池电缆
负极端子从蓄电池上断开。
因为车辆发动机由计算机进行电子控制，所以
某些发动机控制设定需要由蓄电池提供的电源
来存储。在断开蓄电池或安装了新的蓄电池
时，发动机必须重新学习新的怠速和燃油修正
策略以实现最佳的行驶性和性能。弹性燃料汽
车(FFV)还必须重新学习燃油的乙醇含量以实
现最佳的行驶性和性能。请按照以下操作开始
该过程：
1. 在车辆完全停止时，施加驻车制动器。
2. 将换档杆置于驻车档(P)，关闭所有附件。
3. 启动发动机。运转发动机直到达到正常的

工作温度为止。
4. 允许发动机怠速运转至少一分钟。
5. 开启空调并让发动机以怠速运行至少一分

钟。

6. 松开驻车制动器。在踩住制动踏板和空调
开启时，将车辆置于前进档 (D)并让发动
机以怠速运行至少一分钟。
• 如果没有让发动机重新学习怠速和燃油

修正策略，则可能会对车辆怠速质量造
成不良影响，直到发动机计算机最终重
新学习怠速修正和燃油修正策略。

7. 驾驶车辆以完成学习程序
• 车辆可能需要以16公里（10英里）的

时速行驶以重新学习怠速和燃油修正策
略，以及弹性燃料汽车的乙醇含量。

• 对于弹性燃料汽车，如果您加注了E85
燃料乙醇，在重新学习燃油修正和乙醇
含量前，您可能会遇见启动不良、无法
启动发动机和驾驶性能问题。

如果蓄电池被断开或安装了新的蓄电池，在重
新连接蓄电池后必须重置时钟和收音机设置。
务必遵守当地报废标准，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
汽车蓄电池。请致电授权回收中心以获取更多
有关汽车蓄电池回收的信息。

蓄电池管理系统（如有配备）
蓄电池管理系统(BMS)可监控蓄电池的状态，
并进行干预以延长蓄电池寿命。如果检测到蓄
电池消耗水平过大，系统会临时关闭某些电气
功能以保护蓄电池。此类受影响的电气附件包
括后除霜器、加热/通风式座椅、空调风扇、加
热式方向盘、音响和导航系统。一条信息可能
会在信息显示屏中出现，以提醒驾驶员蓄电池
保护系统已激活。这些信息仅用作提醒系统正
在干预，而并不说明存在电气故障或需要更换
蓄电池。

电气附件安装
要确保蓄电池管理系统的正常工作，车辆加装
的任何电气设备的接地线不得直接连接在蓄电
池负极接线柱上。连接至蓄电池负极接线柱会
造成蓄电池状态测量不准确和可能的系统运行
不良。
注意:由经销商或用户自己在车辆上加装的电气
或电子附件会对蓄电池性能和耐用性产生不利
影响，并且还可能会影响车辆其它电气系统的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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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换蓄电池时，应仅使用福特推荐的能够
满足车辆电气需要的蓄电池配件更换该蓄电池。
在蓄电池更换后或在使用外置充电器对蓄电池
充电后，蓄电池管理系统需要车辆静置（关闭
点火开关和车门）八小时，以重新学习新的蓄
电池充电状态。在重新学习充电状态前，蓄电
池管理系统可会比在正常情况下更早地关闭电
气功能（蓄电池保护）。

检查刮水器刮片

E142463

用指尖沿雨刷边缘滑动，以检查其粗糙度。
用软海绵或软布，蘸上雨刮洗涤液或清水清洁
雨刷。

更换刮水器刮片
1. 将雨刷片和雨刷臂从玻璃上拉起并同时按

下锁止按钮。

E129990

1

1

2
2. 旋转并拆下雨刷片。
3. 将新的雨刷片固定在雨刷臂上并将其卡牢

到位。
为保持雨刷片最佳性能至少每年更换一次。

清洗雨刷片和挡风玻璃可改善雨刷器性能。参
见车窗和刮水器刮片清理 (页码 144)。

更换灯泡

警告
关闭车灯和点火开关。未能遵照此操作
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
灯泡会过热，因此在拆除前需待其冷却。
未能遵照此操作会导致人身伤害。

请按照以下描述拆卸灯泡。除非有特别说明，
否则按照相反的步骤进行安装。
您必须安装正确规格的灯泡。参见灯泡规格表
(页码 141)。

车灯总成水汽凝结
车外灯有通气孔以适应正常的气压变化。水汽
凝结是该设计所导致的自然现象。当湿气通过
透气孔进入车灯总成时，如温度较低就有可能
出现水汽凝结。出现正常水汽凝结时，会在透
镜内部形成薄薄的一层水雾。在正常操作过程
中，这层薄雾会通过透气孔排出并最终消散。
在干燥的天气条件下，薄雾完全消散可能需要
48小时。
可接受的水汽凝结情况：
• 薄薄一层雾气，无条状和滴状水迹或水滴。
• 薄雾覆盖面积不到车灯透镜的50%。
不可接受的冷凝水情况：
• 车灯内部出现水洼。
• 透镜内部出现大范围水滴、滴痕或条痕。
如存在任一上述不可接受的情况，请联系授权
经销商。

前照灯
您的车辆配备高强度放电车灯。这些车灯以高
压运行。如果失效，请联系授权经销商。

前转向指示灯
1. 向待更换灯泡的另外一侧转动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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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59695

2. 拆除三个轮罩固定件。

E176616

3. 拆除将轮罩固定至前保险杠上的紧固件。
4. 朝向轮胎向后拉动轮罩以接近车灯。

E180889

5. 逆时针转动将灯座从车灯总成上拆除。
6. 断开电气接插件。
7. 直接向外拉，将灯泡从灯座上拆除。

前雾灯
这些车灯采用了LED灯泡。LED灯不可维修。
如果失效，请联系授权经销商。

倒车灯
1. 找到位于车辆后保险杠下方的倒车灯灯泡。

从保险杠后部接近灯泡。
2. 直接向外拉，将电气接插件从灯泡上断开。

E177487

3. 逆时针转动灯泡并从倒车灯总成上将其拆
除。

后位置灯、制动灯、高位制动灯、后转向
指示灯和牌照灯
这些车灯采用了LED灯泡。LED灯不可维修。
如果失效，请联系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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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泡规格表
车外灯

功率（瓦特）规格灯泡

21WY21W前转向指示灯。

-LED（发光二极
管）

前雾灯。

HID（高强度放
电）

D8S前照灯 -远光和近光。 *

-LED高位制动灯。

-LED牌照灯。

5W5W档位灯。

-LED后转向指示灯。

16W16W后雾灯。

-LED后灯。

16W16W倒车灯。

5W5W侧面转向指示灯。

-LED制动灯。
*这些车灯以高电压运行。如果失效，请联系授权经销商。
LED灯不可维修。如果失效，请联系授权经销商。

车内灯

功率（瓦特）规格灯泡

5W5W车内灯。

5W5W手套箱灯。

5W5W行李舱灯。

5W5W地图灯。
注意:要更换仪表板灯泡，请联系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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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发动机空气滤清器

警告
为降低车辆损坏或人身烫伤的风险，严
禁在拆下空气滤清器后起动发动机，同
时严禁在发动机运转时拆下空气滤清器。

注意:未使用正确的滤芯可能导致发动机严重受
损。此类受损不在保修范围内。
在更换空气滤清器滤芯时，仅可使用列出的空
气滤清器滤芯。 参见Motorcraft零件 (页码
163)。
按照正确间隔更换空气滤清器滤芯。

E175951

1. 松开固定空气滤清器壳体盖的两个夹子。
2. 小心提起空气滤清器壳体盖。
3. 从空气滤清器壳体上拆下空气滤清器滤芯。
4. 清除空气滤清器壳体与盖板上的任何污垢

或碎屑，以确保无污垢进入发动机内和良
好的密封性。

5. 安装新的空气滤清器滤芯。请小心，不要
让滤芯边缘卷折在空气滤清器壳体和盖板
之间。这可能造成滤清器损坏，并因安装
不当导致未经过滤的空气进入发动机。

6. 更换空气滤清器壳体盖。
7. 卡牢夹子以将空气滤清器壳体盖固定至空

气滤清器壳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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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福特或林肯授权经销商有许多优质产品，可用
来清洁您的爱车并保护其面漆。

清洁产品
为了获得最佳清洁效果，请使用以下产品或同
等质量的产品：
• Motorcraft 柏油去除剂 (ZC-42)
• Motorcraft光亮金属定制清洁剂(ZC-15)
• Motorcraft 镀膜洗车液 (ZC-3-A)
• Motorcraft 除尘布 (ZC-24)
• Motorcraft发动机清洗剂和脱脂剂（仅美

国）(ZC-20)
• Motorcraft 发动机清洗剂（仅加拿大）

(CXC-66-A)
• Motorcraft 多功能清洁剂（仅加拿大）

(CXC-101)
• Motorcraft优质玻璃清洁剂（仅加拿大）

(CXC-100)
• Motorcraft优质挡风玻璃清洗液（仅加拿

大）[CXC-37-（A、B、D或F）]
• 含苦味剂的Motorcraft优质挡风玻璃浓缩

洗涤液（仅美国）(ZC-32-B2)
• Motorcraft 专业烈性地毯&内饰清洁剂

(ZC-54)
• Motorcraft 优质皮革和乙烯基清洁剂

(ZC-56)
• Motorcraft 污点清除剂（仅美国）

(ZC-14)
• Motorcraft超净喷雾玻璃清洗剂(ZC-23)
• Motorcraft轮毂和轮胎清洁剂(ZC-37-A)

外观清洁
使用冷水或温水配合中性pH清洗剂（例如
Motorcraft 洗护剂）定期清洗车辆。

• 严禁使用洗洁精或洗衣液等刺激性较强的
家用洗涤剂或肥皂。此类产品会使漆面褪
色或留下污渍。

• 严禁清洗表面发烫或阳光直射、暴晒下的
车辆。

• 使用麂皮巾或软毛巾擦干车辆以去除水渍。
• 立即去除溅出的燃油、鸟粪、虫迹和筑路

焦油。久而久之这些可能会损坏车辆的漆
面或饰板。我们推荐使用Motorcraft 昆
虫与沥青清除剂。

• 进行车辆清洗之前，拆下天线等任何外部
附件。

注意:防晒霜和驱虫剂可损坏漆面。如果这些
物质碰到车辆，请尽快清洗受影响的区域。

外部镀铬部件
• 使用质量较高的清洁产品来清洁保险杠和

其他镀铬部件。按照制造商的说明进行操
作。我们推荐使用Motorcraft 定制光亮
金属清洁剂。

• 请勿在发烫的表面使用清洁产品。清洁产
品在镀铬表面上的滞留时间不得超过推荐
的时间。

• 如使用其他我们未推荐的清洁剂，则可能
引起外观上的永久性损伤。

注意:严禁使用钢丝绒或塑料垫等研磨材料，否
则会刮花镀铬表面。
注意:严禁对车轮和轮罩使用铬合金清洗剂、金
属清洗剂或抛光剂。

外部塑料部件
我们推荐使用Motorcraft 洗护剂进行日常清
洁。如果出现了柏油斑或油渍，我们推荐使用
Motorcraft 昆虫与沥青清除剂。

贴条或贴图 (如有配备)

严禁对贴条和贴图表面或边缘使用商用或高压
喷枪。这可损坏贴条和贴图，导致其边缘与车
辆表面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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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底
保持经常彻底冲洗车辆底面。确保车身和车门
排水孔没有碎屑或异物。

上蜡
定期打蜡对保护车漆不受天气影响是必要的。
我们建议每年对车漆表面进行一两次清洁和打
蜡。
清洁和打蜡时，车辆应停放于免受日光直射的
阴影区域。请在打蜡前清洁车辆。
• 使用不含研磨剂的优质车蜡。
• 依照制造商说明进行打蜡和除蜡。
• 使用少量车蜡，前后来回擦拭，而非绕圈

方式。
• 严禁车蜡接触除车身（亚光黑）之外的任

何彩色饰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车蜡将褪
色或在零件上留下污迹。
• 车顶行李架。
• 保险杠。
• 木纹车门把手。
• 侧防护条。
• 外后视镜罩。
• 挡风玻璃前围板区域。

• 严禁在玻璃部位使用车蜡。
• 打蜡后，车漆表面应手感光滑，无条痕和

污迹。

发动机清洁
由于油脂和污垢会致使发动机温度高于常态，
因此发动机在清洁后效率更高。
在清洗时：
• 请小心使用电动清洗器清洗发动机。高压

液体可能渗入密封件从而引起损坏。
• 严禁将冷水喷在热发动机上，以免发动机

缸体和其他发动机部件开裂。
• 给所有需要清洗和强力冲洗的部件喷洒

Motorcraft发动机清洗剂和脱脂剂。在加
拿大，使用Motorcraft发动机清洗剂。

• 严禁在发动机处于热态或处于运转状态时
清洗或冲洗发动机；运转的发动机进水可
能会引起内部损坏。

• 严禁清洗或冲洗任何点火线圈、火花塞电
线或插头，以及这些部件内部或周围区域。

• 盖住蓄电池、配电箱和空气滤清器总成，
防止在清洁发动机时进水损坏。

车窗和刮水器刮片清理
车辆清洁剂和环境放射性尘埃可导致挡风玻璃
和雨刮器刮片脏污。挡风玻璃和雨刮器脏污会
导致挡风玻璃雨刮器工作情况变差。请保持挡
风玻璃和雨刮器刮片清洁以确保挡风玻璃雨刮
器性能。
清洁挡风玻璃和雨刮器刮片：
• 用非研磨性玻璃清洁剂清洁挡风玻璃。
• 对于沾有树液、化学剂、蜡或昆虫的挡风

玻璃，使用钢丝绒（等级低于0000）以
绕圈方式清洁整个挡风玻璃并用水冲洗。

• 用异丙基外用酒精或挡风玻璃清洗剂浓缩
液清洁雨刮器刮片。

注意: 不要使用剃须刀片或其他锋利物品清理
加热式后窗内侧或清除加热式后窗内侧的贴
纸。对加热式后窗网格线所造成的损坏并不在
本车的保修范围内。

内部清洁

警告
禁止在车辆的安全带上使用清洁溶剂、
漂白剂或染料，因为这些行为可能损伤
安全带。
车上安装有座式安全气囊的，禁止使用
化学溶剂或烈性洗涤剂。此类产品会污
坏侧面安全气囊系统并影响其在碰撞中

的性能。

144

Mustang (), zhCHN

车辆保养

www.inhauto.com



对织物、地毯、布座椅、安全带和配有侧面安
全气囊的座椅：
• 使用真空吸尘器除去灰尘和松散的尘土。
• 使用Motorcraft专业烈性地毯&内饰清洁

剂去除轻微污渍和泥土。
• 如果润滑脂或焦油出现在材料上，先用

Motorcraft斑点去污剂清洁该区域。在加
拿大，使用Motorcraft多功能清洁剂。

• 如果在斑点清洁后在织物上形成了一个环，
立即清洁该区域（但不要过于饱和），否
则此环将固定。

• 禁止使用家庭清洁产品或玻璃清洁剂，这
些会使织物受到污染或变色，并影响阀座
材料的阻燃性能。

仪表板和仪表组玻璃清理

警告
清洁方向盘或仪表板时严禁使用化学溶
剂或强力去污剂，以免污损安全气囊系
统。

注意:请遵照与清洁皮革座椅相同的程序来清洁
皮革仪表板和皮革内饰板表面。参见皮革座椅
清理 (页码 145)。
使用清洁柔软的湿布清洁仪表板和组合仪表镜
片，然后使用清洁柔软的干布擦干相应区域。
• 避免使用清洁剂或抛光剂增加仪表板上部

的光泽度。该部位的哑光处理有助于防止
挡风玻璃的不良反射。

• 不要使用家用清洁产品或玻璃清洁剂，因
为这些产品会损伤仪表板、内饰板和组合
仪表镜片的光泽度。

• 如接触过杀虫剂或防晒霜等用品，请确保
清洗或擦拭干净手部，以免损坏车内着色
表面。

• 严禁将空气清新剂和洗手液泼洒在车辆内
饰表面。如果发生泼溅，请立即清除。此
类受损不在包修范围内。

如果诸如咖啡或果汁等污染液体被泼溅在仪表
板或内饰表面：
1. 尽快使用清洁柔软的抹布擦干净泼溅液体。

2. 使用Motorcraft优质皮革和乙烯基清洁剂
或用于车辆内饰的商用皮革清洁类产品。
在不显眼的区域测试清洁剂或去污剂。

3. 作为替代，可使用清洁的软布和中性肥皂
水擦拭表面。使用清洁的软布擦干相应区
域。

4. 如有必要，可将更多的肥皂水或清洁产品
喷洒在干净的软布上，并将软布压在受污
区域上。在室温下保持30分钟。

5. 移除浸有清洁剂的抹布，然后使用清洁的
湿布来回擦拭受污区域60秒。

6. 使用清洁的软布擦干相应区域。

皮革座椅清理 (如有配备)

注意:请遵照与清洁皮革座椅相同的程序来清洁
皮革仪表板和皮革内饰板表面。
对于日常清洁，可使用柔软的湿布和中性肥皂
水。使用柔软干燥的抹布擦拭相应区域。
有关清洁和去除因掉色等产生的污点和污渍，
可使用Motorcraft 优质皮革和乙烯基清洁剂
或用于车辆内饰的商用皮革清洁类产品。
注意:在不显眼的区域测试清洁剂或去污剂。
您应该：
• 使用真空吸尘器除去灰尘和浮尘。
• 请尽快清洁和处理滴渍和污渍。
为防止损坏皮革，严禁使用以下用品：
• 石油或有硅皮革保养剂。
• 家用清洁剂。
• 乙醇溶液。
• 橡胶、乙烯基和塑料材质专用溶剂或清洁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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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请勿将Motorcraft优质皮革和乙烯基清
洁剂ZC-56用在 Lincoln Black Label、
Presidential或Reserve皮革上，因为它会损
坏这些皮革或其他半苯胺皮革座椅面料。它还
会损坏周围的超细纤维Accent Surfaces面
料。要清洁Lincoln Black Label、
Presidential或Reserve皮革，先用真空吸尘
器清洁座椅，去除浮尘。然后使用蘸了温水的
干净软布和中性肥皂擦拭皮革。再次用微湿的
布擦拭皮革以去除残留的肥皂，然后用软布擦
干。为了让皮革保持弹性，一旦皮革脏污就应
立即清洁。

小面积车漆损伤修补
授权经销商处提供与您的车辆颜色匹配的修补
漆。车辆的颜色代码印在左侧门边框的标签
上。将车辆的颜色代码告知授权经销商，以确
保与您的颜色匹配。
修补轻微油漆损坏之前，使用Motorcraft昆虫
柏油去除剂等清洁剂除去鸟粪、树液、虫渍、
沥青污点、道路用盐和工业尘埃等微粒。
在使用清洁产品之前，务必阅读说明。

清洁合金车轮 (如有配备)

注意:严禁在热轮辋或车轮罩上使用化学清洁
剂。
注意:某些自动洗车场可能会对您的轮毂或车轮
罩造成损坏。
注意:如长期使用工业强度或重型的清洁剂和刷
子来清洁灰尘和污垢，则可能导致清漆层脱落。
注意:严禁使用含有氢氟酸基或高腐蚀性车轮清
洁剂、钢丝球、汽油或家用强力清洁剂。
注意:如在使用车轮清洗剂清洗车轮后，打算将
您的车辆停用较长的一段时间，则应在此之前
将车行驶数分钟。这样做能够降低制动盘发生
腐蚀的风险。
所有合金车轮和车轮罩上都涂有清漆涂层。为
保持其良好的状况，我们建议您：

• 每周使用Motorcraft车轮车胎清洁剂清洁
车轮。根据制造商的说明进行操作。

• 用海绵清除车轮和车轮罩上厚重的灰尘和
制动器上堆积的灰尘。

• 在完成清洗后，用强力的水流彻底冲洗。
• 使用Motorcraft昆虫与柏油清洗剂来清除

沥青与油脂。

车辆的储存
如果您计划长期（30天及其以上）闲置车辆，
请阅读以下保养建议以确保车辆保持良好的操
控性能。
我们对所有车辆和其部件在可靠性和常规行驶
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设计和测试。在各种条件
下，长期存放会导致发动机性能下降或故障，
除非您遵照特定的注意事项来保养发动机部件。

基本信息
• 将所有车辆停放在干燥通风的位置。
• 尽可能减少光照。
• 如果将车辆停放在户外，需要定期进行保

养以免生锈和损坏。

车身
• 彻底冲洗车辆以清除车身外表面、后轮罩

和前翼子板下面的污垢、油脂、机油、沥
青或泥土。

• 如果车辆停放在露天场所，则需要定期清
洗。

• 修整或在露出的金属上涂底漆以防生锈。
• 在镀铬或不锈钢部件表面打上一层厚厚的

车蜡以防变色。在洗车后视需要再次打蜡。
• 使用轻级机油润滑所有发动机罩、车门、

行李箱铰链和锁销。
• 将内饰罩住以防褪色。
• 避免所有橡胶零件接触油和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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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
• 在存放前更换发动机机油和机油滤清器，

因为用过的发动机机油含有污染物，可能
会导致发动机损坏。

• 每隔 15天运行发动机至少 15分钟。在空
调控制器设置为除霜模式时以快怠速运行
发动机，直到发动机到达正常工作温度。

• 将脚放在制动踏板上，发动机运转时在所
有档位之间连续换档。

• 建议在再次使用车辆前更换发动机油。

燃油系统
• 向燃油箱加注优质燃油，直到燃油泵喷嘴

第一次自动关闭。

冷却系统
• 防止冷却系统达到冰点温度。
• 将车辆开离车库前，请检查冷却液液位。

确保冷却系统没有泄漏，冷却液处于推荐
液位。

蓄电池
• 检查并视需要充电。保持连接点干净。
• 如果车辆闲置超过30天以上而未给蓄电池

充电，建议断开蓄电池电缆，以维持蓄电
池电量来快速起动车辆。

注意:如果蓄电池电缆断开，则需要重置记忆功
能。

制动
• 确保行车制动器和驻车制动器完全释放。

轮胎
• 维持推荐的空气压力。

其他
• 确保车辆下面的所有连杆、拉索、杆和销

均涂有油脂以防生锈。
• 每隔15天将车辆移动至少7.5m以润滑工

作部件并防止腐蚀。

将车辆开离车库
计划将车辆开离车库时，请进行以下操作：
• 洗车，清除车窗表面上的所有污垢和油脂

薄膜。
• 检查挡风玻璃雨刮器是否老化。
• 检查发动机罩下面是否有车辆存放期间可

能出现的任何异物（老鼠窝/松鼠巢）。
• 检查排气管是否在车辆存放期间积聚有异

物。
• 检查轮胎压力，并根据轮胎标签为轮胎充

气。
• 检查制动踏板工作状态。前后来回驾驶车

辆4.5m以清除锈迹。
• 检查液位（包含冷却液、机油和汽油），

以确保无泄漏并且油液处于推荐的水平。
• 如果拆下蓄电池，请清洁蓄电池电缆端部，

并检查是否损坏。
如果您有任何疑虑或问题，请联系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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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轮胎压力参数的贴条位于驾驶员侧车门的B柱
上。
在轮胎冷态时检查胎压，然后根据车辆将要行
驶的环境温度设置胎压。
注意:定期检查胎压，以获得最佳的燃油经济
性。
注意:只能使用规定尺寸的车轮和轮胎。使用
其它尺寸的车轮和轮胎会损坏车辆和违反国家
车辆类型认证规定。
注意:如果您更换了其它直径的轮胎，可能导致
速度表无法正确显示车速。将车辆送至授权经
销商处，对发动机管理系统重新设定程序。
注意:如果您想改变工厂安装轮胎的尺寸，请先
与授权经销商确认是否可行。

临时移动套件 (如有配备)

注意:临时机动套件包含足够用于修补一条轮胎
的密封剂罐。请前往福特授权经销商获取更换
型密封剂罐。
该套件位于车辆的行李箱地板下方。套件内包
括用于轮胎充气的空气压缩机和可有效密封由
钉子或小物体造成的大多数漏洞的密封剂罐。
该套件可临时修补轮胎，允许您驾驶车辆以最
高200km的车速行驶最多80km/h，以到达
轮胎维修点。

E175977

空气压缩机（内置）。A
选择开关B
开关机按钮C
压力表D
密封剂瓶和密封剂罐E
两用软管：加气和修复。F
轮胎气门嘴接头G
附件电源插头H
外壳/壳体I
自行车/橡皮艇/运动器材牵引球J

基本信息
警告

未遵循这些准则会导致车辆失控和人身
伤亡的风险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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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轮胎严重受损，则严禁使用临时机动
套件。仅能使用该套件密封处于胎面内的漏
洞。
不得试图修补直径大于9毫米的漏洞或受损的
胎壁。轮胎可能会无法完全密封。
气压丧失会严重影响轮胎性能。出于该原因，
请注意以下几点：
注意:车速不得高于80 km/h。
注意:行驶距离不得高于200 km。仅能行驶
至最近的福特授权经销商或轮胎维修店进行轮
胎检查。
• 谨慎驾驶并避免突然转向。
• 定期检查修补过的轮胎的充气压力；如果

轮胎不断漏气，应对车辆进行牵引。
• 请阅读“临时机动套件使用提示”部分中的信

息，以确保安全操作套件和车辆。

临时机动套件使用提示
确保安全操作临时机动套件：
• 彻底阅读所有说明和注意事项。
• 在操作套件前，确保车辆位于路边安全区

域并远离来往交通。开启危险警告灯。
• 务必施加驻车制动器，以确保车辆不会意

外移动。
• 不得去除刺入轮胎的异物，例如钉子或螺

丝。
• 在使用套件时，让发动机运转（仅在室外

或通风良好的区域内）以便压缩机不会消
耗车辆蓄电池电量。

• 不得让压缩机持续工作超过15分钟。这样
做可防止压缩机过热。

• 禁止在操作期间让套件处于无人看管的状
态。

• 密封剂含有乳胶。对乳胶过敏的人群应采
用相应的防范措施，以避免过敏性反应。

• 将套件放置在儿童无法接触的地方。
• 仅能在环境温度处于-30°C和70°C之间时

使用套件。

• 仅能使用有效期前的密封剂。有效期位于
密封剂罐的标签上，可通过压缩机底部的
长方形窗口查看。定期检查有效期，并在
四年未使用后更换密封剂罐。

• 严禁在套件未固定时将其放置在车辆乘客
舱内，否则可能会在紧急制动或碰撞中造
成伤害。务必将套件存放在原位。

• 使用密封剂后，必须由福特授权经销商更
换车轮上的轮胎压力监测系统传感器和气
门杆。

• 操作套件可能会对收音机、CD和DVD播放
器的运行造成电气干扰。

E175978

*当仅对轮胎或其它物体进行充气
时，选择开关必须位于“充气(Air)”
位置。

轮胎被扎破时的操作
您可以使用套件分两个阶段修补胎面区域的漏
洞。
• 在第一阶段，使用密封剂和压缩空气对轮

胎充气。轮胎充气后，您需要短距离（约
6公里）驾驶车辆，以使密封剂在轮胎内散
开。

• 在第二阶段，检查轮胎压力并按需调节至
车辆规定的轮胎充气压力。

第一阶段：使用密封剂和压缩空气对轮胎
充气

警告
在对轮胎充气时，不得站立在套件的正
上方。如果在充气期间发现胎壁异常鼓
起或变形，应立即停止并联系道路救援。
如果轮胎在15分钟内无法充气至推荐的
轮胎压力，应停止并联系道路救援。
除非车辆处于室外或通风良好的区域内，
否则禁止在套件工作时运行发动机。

准备工作：将车辆停泊在路面水平和坚实的安
全区域内，并远离来往交通。
开启危险警告灯。施加驻车制动器并关闭发动
机。检查瘪胎是否存在明显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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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剂含有乳胶。应采用相应的防范措施，以
避免过敏性反应。
不得取出被扎破轮胎上的任何异物。如果扎破
处位于胎壁，应停止并联系道路救援。
1. 从轮胎气门嘴上旋下气门嘴帽。
2. 从压缩机体的背部打开两用软管（黑管）。
3. 通过顺时针转动接头将软管固定在轮胎气

门嘴上。拧紧接头。

E175979

4. 将电源线插入车辆中的12伏插座。
5. 撕下外壳/壳体上的警告标签，并将其张贴

在组合仪表的顶部或仪表板的中部。
6. 启动车辆使发动机运转，以确保压缩机不

会消耗车辆蓄电池电量。

E175981

7. 将转盘 (A)顺时针转动至密封剂位置。按
下开关机按钮(B)打开套件。

8. 将轮胎充气至轮胎标签（位于驾驶员车门
或门框区域内）所列出的压力。在将密封
剂泵入轮胎时，气压表初始读数会显示气
压值高于标签压力。这属于正常现象而并
非故障。压力表读数会在运行约30秒后显
示轮胎的充气压力。您应该在压缩机关闭
后检查最终轮胎压力，以获取精确的压力
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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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75982

9. 在轮胎到达推荐的轮胎压力时，需关闭套
件，拔下电源线并从轮胎气门嘴上断开软
管。重新安装气门嘴帽并将套件放回存储
区域内。

10. 立即谨慎驾驶车辆6公里以使密封剂在轮
胎内均匀地分散。不得超过80 km/h。

11. 在行驶6公里后，停止车辆并检查轮胎压
力。参见第二阶段：检查轮胎压力。

注意:如果在驾驶时遇到异常振动、行驶颠簸或
噪声等情况，需降低车速直到在路边安全停车
并联系道路救援。注意：不要进入该操作的第
二阶段。

第二阶段：检查轮胎压力
警告

如果您刚完成第一阶段“使用密封剂和压
缩空气对轮胎充气”，并已将密封剂注入
轮胎内及压力低于 1.4 bar，则继续下一

步。

警告
电源插头在使用后会变热，因此在拔下
插头时应小心处理。

按照以下步骤检查轮胎气压：

E175983

1. 从轮胎气门嘴上拆下气门嘴帽。
2. 顺时针将空气压缩机软管在气门嘴上拧紧。
3. 推动并将表盘顺时针转动至““充气(Air)”位

置
4. 如有必要，开启压缩机并将轮胎调节至轮

胎标签（位于驾驶员车门或门框区域内）
所列出的压力。您应在压缩机关闭时检查
轮胎压力，以获取精确的压力读数。

5. 拔下软管，重新安装气门嘴帽并将套件放
回至存储区域内。

轮胎密封后的操作
在使用套件密封轮胎后，需要更换密封剂罐。
您可以在福特授权经销商处获取密封剂罐和备
件。您可以在家处理空的密封剂罐。然后，在
处理仍然含有液体密封剂的瓶罐时应通过福特
当地授权经销商、轮胎经销商或根据当地废弃
物处理条例进行。
注意:在使用密封剂后，最大车速为80 km/h
及最大行驶距离为200km。您应该立即检查
密封后的车轮。
您应该通过执行在上述第二阶段“检查轮胎压力”
中所述的步骤，在200km内随时检查轮胎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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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套件中取出密封剂罐

E175984

1. 从压缩机体上打开两用软管（黑管）。

E175985

2. 展开电源线。

E175986

3. 拆除后盖。

E175987

4. 向上转动密封剂罐90度并从外壳/壳体上
拉离以拆除。

将密封剂罐安装入套件
1. 在密封剂罐垂直于壳体时，将密封剂罐喷

嘴插入接头内并推动入位。
2. 向下转动密封剂罐90度直到进入外壳/壳

体内。

E175988

3. 将后盖卡回原位。

E175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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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两用软管（黑管）卷绕在外壳/壳体底部
的导轨上。

E175990

5. 将电源线卷绕在壳体上并将附件电源插头
收存在存放位置。

注意:如果您在拆除或安装密封剂罐时遇到困
难，请联系福特授权经销商以获取帮助。
确保定期检查密封剂罐的有效期。有效期位于
密封剂罐的标签上，可通过套件底部的长方形
窗口查看。在四年未使用后应更换密封剂罐。

轮胎保养
注意:如果轮胎存在偏向磨损，请授权经销商检
查车轮转动前车轮是否失准、不平衡或存在机
械问题并进行进行维修。
注意:汽车可能配备不同的备用车轮和轮胎总
成。不同的备用车轮和轮胎总成指品牌、尺寸
或外观与公路用轮胎和车轮不用的备用车轮和
轮胎。如果汽车配备不同的备用车轮和轮胎总
成，只能用于临时使用且不得用于车轮换位。
注意:轮胎换位后，必须检查和按照汽车要求调
整充气压力。
以建议的间隔时间旋转轮胎（如“定期保养”一
章中所示）将有助于轮胎更均匀地磨损，从而
实现更佳的轮胎性能和更长的轮胎寿命。
后轮驱动车辆（前轮胎位于图左侧）。

E142548

有时可通轮胎换位调整不规则磨损的轮胎。

使用夏季轮胎
夏季轮胎可在湿滑和干燥的路面上提供卓越的
性能。夏季轮胎在轮胎侧壁上没有显示泥地和
雪地（M+S或M/S）轮胎牵引力等级。由于
夏季轮胎并不具备与四季轮胎或雪地轮胎相同
的牵引性能，因此我们不建议在气温下降至约
5ºC以下时（取决于轮胎磨损情况和环境条件）
或在冰雪天气条件下使用夏季轮胎。与其它轮
胎相同，夏季轮胎的性能受到轮胎磨损和环境
条件的影响。如果您必须在这些条件下行驶，
我们建议您使用泥地和雪地（M+S或M/S）、
四季或雪地轮胎。
在气温高于-7ºC时，务必将夏季轮胎存放在室
内。在气温低于-7ºC时，此类轮胎所采用的橡
胶合成物会丧失弹性并在胎面上形成表面裂缝。
如果轮胎不得不经受-7ºC或以下的温度，则在
将轮胎安装至车辆或在轮胎安装后移动车辆前
以及在检查轮胎气压前，需要将轮胎放置在至
少5ºC度的温暖区域内至少24小时以进行暖
胎。不得将轮胎放置在用于加热存放轮胎的房
间的加热器或加热设备的附近。不得将热源直
接对准或将暖风直接吹向轮胎。在存放期过后
或在使用前务必检查轮胎。

使用冬季轮胎
如果使用了冬季轮胎，确保将轮胎充气至轮胎
压力表所列的相同轮胎压力。 参见技术规格
(页码 161)。

153

Mustang (), zhCHN

车轮与轮胎

www.inhauto.com



使用雪地防滑链

警告
在某些情况下车速过快可能会导致车辆
失控。长时间以高速行驶会导致车辆部
件受损。
雪地轮胎必须具备与福特原装轮胎相同
的尺寸、负载指标和速度等级。使用非
福特建议的轮胎或车轮会影响汽车安全

和性能，可能增加汽车失控、翻车和人身伤亡
的风险。此外，使用非建议的车轮和轮胎会导
致方向盘、悬架、车轴、分动箱或动力传输装
置出现故障。

车辆上的轮胎可能带有全天候胎纹，可在雨天
和雪天提供牵引力。然而，在某些气象条件
下，您可能需要使用雪地胎和雪地链。仅能在
紧急情况或法律规定时在轮胎上使用雪地链。
注意:悬架缓冲块和保险杠可防止车辆受损。
在使用雪地胎和雪地链时不得从车辆上移除这
些部件。
在使用雪地胎和雪地链时需遵守以下规定：
• 如有可能，避免满载车辆。
• 雪地链会损伤铝合金轮辋。
• 仅在后桥255/40R19轮胎上使用超低型线

雪地绳，以及胎壁测量值为10mm或以下。
• 不得在275/40R19轮胎上使用雪地链或雪

地绳。
• 并非所有S级雪地链或雪地绳均能满足这些

限制。链条的尺寸限制还包括张力调整器。
• 必须从明确在产品上标明轮胎尺寸限制的

制造商处购买雪地链或雪地绳。雪地链或
雪地绳必须成对安装在前轮或后轮轮胎上。

• 在使用雪地链时，车速不得超过50 km/h
（按雪地链制造商建议）。

• 牢固安装雪地绳，并确认雪地绳没有与任
何电线、制动管路或燃油管路接触。

• 小心驾驶。如果听见雪地绳发出与车辆间
的摩擦或碰撞声，应停车并重新紧固。如
果不起作用，需拆除雪地绳以防止车辆受
损。

• 不再使用后，拆除轮胎链。不得在干燥路
面上使用轮胎链。

如果您对雪地链条或雪地绳存在任何疑问，请
联系授权经销商。

轮胎压力监控系统

警告
轮胎压力监测系统无法代替人工检查轮
胎压力。应使用胎压计定期检查轮胎压
力（至少每月），参见此章节轮胎充气

部分。未能正确保持轮胎压力可能增加轮胎故
障、失控、车辆翻转和人员伤害的风险。

当充气达到福特汽车公司在车辆标
牌或轮胎充气压力标签上推荐的充
气压力时，应每月检查包括备用轮
胎（如果提供）在内的所有轮胎。

（如果车辆配有与车辆标牌或轮胎充气压力标
签所示尺寸不同的轮胎，您应确定各尺寸轮胎
所需的正确轮胎充气压力。）

作为一个增加的安全功能，您的车辆已配备轮
胎压力监测系统（TPMS）。当一个或多个轮
胎充气明显不足时，该系统可使轮胎压力低指
示灯亮起。因此，当轮胎压力低指示灯亮起
时，您应停车，尽快检查轮胎，并使轮胎充气
至适当压力。驾驶时，轮胎充气明显不足可造
成轮胎过热，导则轮胎发生故障。充气不足也
可降低油耗和轮胎胎面使用寿命，同时也会影
响车辆操控和停车能力。
请注意：轮胎压力监测系统（TPMS）不可替
代正确保养轮胎，即使充气不足没有达到点亮
TPMS轮胎压力低指示灯的等级，驾驶员应始
终确保保持正确的轮胎压力。
您的车辆也配备了TPMS故障指示器，在系统
没有正常运行时提供指示。TPMS故障指示器
可与轮胎压力低指示灯组合使用。当系统检测
出故障时，指示灯将闪烁大约一分钟，然后，
保持连续亮起。如果发生故障，此顺序将根据
随后的车辆启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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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故障指示器亮起时，该系统不能如预期的那
样检测出或发出轮胎压力低的信号。TPMS可
由于各种原因发生故障，包括更换设备、更换
轮胎或车辆，防止TPMS无法正常运行。更换
一个或多个轮胎或车轮后，检查TPMS故障指
示灯，以确保更换轮胎和车轮可使TPMS继续
正常运行。
轮胎压力监测系统符合FCC规则第15部分和加
拿大工业部RSS-210要求。操作应符合以下两
个条件：(1)此设备不会产生有害干扰，和(2)
此设备必须接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扰，包括可能
造成意外操作的干扰。

轮胎压力监测系统更换轮胎

E142549

注意:每个轮胎配备一个位于车轮和轮胎总成内
部的轮胎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与阀杆相
连。压力传感器被轮胎覆盖，是看不见的，除
非拆下轮胎。更换轮胎时，避免损坏传感器

应由授权经销商维修轮胎。
使用准确的胎压计定期检查轮胎压力（至少每
月）。参阅本章轮胎充气。

了解轮胎压力监测系统
轮胎压力监测系统测量四个轮胎的压力，并将
轮胎压力读数发送给车辆。 参见一般信息 (页
码61)。如果轮胎压力明显不足，轮胎压力低
警示灯将打开。一旦警示灯亮起，轮胎充气不
足，需要充气达到福特汽车公司推荐的轮胎压
力。即使指示灯打开，短时间后关闭，仍需要
检查轮胎压力。

当安装临时备胎时
当其中一个轮胎需要换成临时备胎时，此系统
将继续查找问题，以提醒您损坏的车轮和轮胎
总成需要维修或放回到车上。
为了恢复轮胎压力监测系统的全部功能，维修
损坏的车轮和轮胎总成，并重新安装在车上。

当您认为此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时
轮胎压力监测系统的主要功能是提醒您轮胎何
时需要充气。此系统也能提醒您此系统不再能
如预期运行的情况。关于轮胎压力监测系统的
相关信息请参阅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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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客户行动可能原因轮胎压力低警示灯

确保轮胎在正确的压力下。参阅本章轮胎充
气。轮胎充气达到轮胎标签上（位于驾驶员
车门或B柱边缘处）所示的福特汽车公司推荐
车辆必须以32KM/h以上的速度，行驶至少
2分钟，然后指示灯关闭。

轮胎充气不足警示灯常亮

维修损坏的车轮和轮胎总成，并重新安装在
车辆上，以恢复系统功能。关于系统如何运
行的描述，请参阅本节中何时安装临时备胎
。

正在使用备胎

如果轮胎充气适当且未使用备胎，但是指示
灯仍亮起，请尽快联系授权经销商。

TPMS故障

维修损坏的车轮和轮胎总成，并重新安装在
车辆上，以恢复系统功能。关于系统如何运
行的描述，请参阅本节中何时安装临时备胎
。

正在使用备胎警示灯闪烁

如果轮胎充气适当且未使用备胎，但是指示
灯仍亮起，请尽快联系授权经销商。

TPMS故障

当轮胎充气时
轮胎充气时（例如：在加油站或车库中），轮
胎压力监测系统不能立即对轮胎新充的空气作
出反应。
轮胎充气达到福特汽车公司推荐的充气压力后，
可以32KM/h以上速度行驶至少2分钟，然后指
示灯关闭。

温度如何影响轮胎压力
轮胎压力监测系统监控每个充气轮胎的轮胎压
力。正常行驶时，标准轿车轮胎充气压力可从
冷启动状态下增加14至28kPa（2至4psi）。
如果车辆整夜保持静止状态，夜间室外温度明
显低于白天温度时，轮胎压力可在环境温度下
降17°C的情况下降低21 kPa（3 psi）。轮胎
压力监测系统可检测出较低的压力值，由于明
显低于福特汽车公司推荐的充气压力，因轮胎
压力低而激活系统警示灯。如果轮胎压力低警

示灯亮起，目视检查每个轮胎，以验证轮胎是
否瘪了。如果一个或多个轮胎瘪了，必要时进
行维修。检查轮胎的气压。如果轮胎充气不
足，小心驾驶车辆到最近的轮胎充气站。向所
有轮胎充气，使其达到福特汽车公司推荐的充
气压力。

更换车轮

警告
使用轮胎密封剂可能损坏轮胎压力监测
系统，只能在道路紧急情况下使用。如
果必须使用轮胎密封剂，则应使用福特

轮胎移动工具箱密封剂。使用密封剂后，必须
由授权经销商更换车轮上的轮胎压力监测系统
传感器和气门杆。

参见轮胎压力监控系统 (页码154)。 如
果轮胎压力监测传感器损坏，则将不再
起作用。

156

Mustang (), zhCHN

车轮与轮胎

www.inhauto.com



注意:使用备用轮胎时，轮胎压力监测系统指示
灯将点亮。要完全恢复监测系统的功能，必须
将配备轮胎压力监测传感器的所有公路用车轮
安装到车辆上。
如果驾驶时轮胎漏气，则不要用力施加制动。
相反，应逐渐降低车速。握紧方向盘并将车辆
缓慢移至路边的安全地点。
请联系授权经销商来维修漏气轮胎，以防损坏
轮胎压力监测系统传感器。参见轮胎压力监控
系统(页码154)。 应尽快将备用轮胎更换为公
路用轮胎。在维修或更换漏气轮胎期间，请联
系授权经销商来检查轮胎压力监测系统传感器
是否损坏。

非全尺寸备用车轮和轮胎总成信息
警告

若不遵循这些准则，可能会导致车辆失
控、伤害或死亡的风险增加。

如果车辆配备非全尺寸备用车轮和轮胎，则仅
供暂时使用。这意味着如果您需使用它，应尽
快使用与福特原厂提供的公路用轮胎和车轮尺
寸和类型相同的公路用车轮和轮胎总成进行更
换。如果非全尺寸备用轮胎或车轮损坏，则应
更换而非维修。
非全尺寸备用车轮和轮胎总成是指在品牌、尺
寸或外观方面与公路用轮胎和车轮不同的备用
车轮和轮胎总成，并且可能是三种类型中的一
种：
1. T型小型备用轮胎：这种备用轮胎的轮胎尺
寸以字母T开头，且轮胎侧壁上印有“仅限临时
使用”字样。
2.车轮上带标签的非全尺寸备用轮胎：该备用
轮胎在车轮上标有标签，其内容为：该车轮和
轮胎总成仅供暂时使用。
驾驶装有上述所列的其中一种非全尺寸备用轮
胎的车辆时，切勿：
• 超过80 km/h。
• 车辆载重量超过安全合格证标签上列出的

最大车辆额定载荷。
• 牵引拖车。

• 在使用不同备用轮胎的车辆一端使用防滑
链。

• 一次使用多个非全尺寸备用轮胎。
• 使用商用洗车设备。
• 试图维修不同备用轮胎。
在任一车轮位置使用上述所列的任一非全尺寸
备用轮胎均可能会对以下方面造成不良影响：
• 操纵性、稳定性和制动性能。
• 舒适性和噪音。
• 离地间隙和路缘停车。
• 冬季驾驶性能。
• 雨天驾驶性能。
• 全轮行驶能力。
3.车轮上不带标签的非全尺寸备用轮胎
驾驶装有非全尺寸备用车轮和轮胎总成的车辆
时，切勿：
• 超过113 km/h。
• 一次使用多个非全尺寸备用车轮和轮胎总

成。
• 使用商用洗车设备。
• 在使用不同备用车轮和轮胎总成的车辆一

端使用防滑链。
使用非全尺寸备用车轮和轮胎总成可能会对以
下方面造成不良影响：
• 操纵性、稳定性和制动性能。
• 舒适性和噪音。
• 离地间隙和路缘停车。
• 冬季驾驶性能。
• 雨天驾驶性能。
• 全轮行驶能力。
驾驶装有非全尺寸备用车轮和轮胎总成的车辆
时，应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 牵引拖车。
• 驾驶装有露营车身的车辆。
• 驾驶货架上装有货物的车辆。
使用非全尺寸备用车轮和轮胎总成时，应谨慎
驾驶，并尽快寻求维修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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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更换程序
警告

其中一个前轮离地时，即使变速器处于
驻车档(P)或倒档(R)（手动变速器），
单靠变速器也不能防止车辆移动或从千

斤顶上滑落。
更换轮胎时为防止车辆移动，应确保变
速器处于驻车档(P)或倒档(R)（手动变
速器），施加驻车制动器，然后（在两

个方向上）阻挡待更换轮胎斜对面（车辆的另
一侧末端）的车轮。

严禁置身于仅有千斤顶支撑的车辆下方。
如果车辆从千斤顶上滑落，可能会造成
严重的人员伤害。
请勿尝试在靠近有车辆来往的一侧更换
轮胎。操作千斤顶或更换车轮时，将车
辆移至路边以免被撞的危险。
务必使用车辆原配千斤顶。如果使用非
车辆初始配备的千斤顶，应确保千斤顶
足以支撑起车辆重量，包括任何装载货

物及车辆改装件。

注意:用千斤顶举升车辆时，乘客不应停留在车
内。
1. 在平整的路面上驻车，施加驻车制动并激

活危险警告灯。
2. 将变速器置于驻车档 (P)并关闭发动机。

对于带手动变速器的车辆，请在关闭发动
机后将变速器置于倒车档 (R)。

E175447

3. 挡住泄气轮胎斜对面的车轮前后部。例如，
如果左前轮胎泄气，则阻挡右后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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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74938

4. 取下螺帽扳手、备胎和千斤顶。
5. 如有必要，从车轮上拆除中间饰盖，以便

能够着螺帽。

E175694

6. 要从千斤顶上取下扳手，可逆时针转动千
斤顶上的六角螺母。这样做可降下千斤顶
并松开机械锁。

7. 逆时针松开各个车轮螺帽半圈，但在车轮
离地前不要拆除。

E176084

注意:在规定位置使用千斤顶举起车辆以免将其
损坏。
8. 此处所示为车辆举升点，可通过车辆上的

三角形标记确认。千斤顶警告标签上详细
描述了这些信息。

159

Mustang (), zhCHN

车轮与轮胎

www.inhauto.com



E174939

9. 将千斤顶放置在您所更换轮胎附近的举升
点处。顺时针转动千斤顶手柄，直到车轮
完全离地。

10. 使用螺帽扳手拆下车轮螺帽。
11. 用备用轮胎更换漏气轮胎，确保气门杆朝

外。重新安装螺帽直到车轮靠在轮毂上。
降下车轮后才能完全紧固车轮螺帽。如
果您使用临时轮胎，车轮螺帽垫圈不会与
轮辋齐平。这仅在使用临时备用轮胎时
才属于正常现象。

12. 逆时针转动千斤顶手柄，降下车轮。

1

2

3 4

5

E75442

13. 移除千斤顶并按图示顺序完全紧固车轮螺
帽。 参见技术规格 (页码 161)。

14. 要将折叠后的扳手存放在千斤顶上，可按
照图示将千斤顶底座支架卡在扳手上。
向上摆动扳手以调节千斤顶的高度，直到
锁销卡入锁孔内。用手拧紧六角螺帽。

E176165

15. 放好瘪胎、车轮饰盖、千斤顶和螺帽扳
手。确保千斤顶紧固以便不会在驾驶时
移动。

16. 移除车轮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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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车轮螺母扭矩

Ib-ft (Nm)轮圈类型

204 Nm所有车型

轮胎压力（冷胎）
备胎

满载正常载荷

轮胎尺寸车型 后前后前

kPakPakPakPa

420 kPa420 kPa420 kPa420 kPa155/60R18
与原车轮胎
不同的临时
备胎

Up to 100mph (160 km/h)

满载正常载荷

轮胎尺寸车型 后前后前

kPakPakPakPa

220 kPa220 kPa220 kPa220 kPa255/40ZR19*EcoBoost

-220 kPa-220 kPa255/40ZR19
GT

220 kPa-220 kPa-275/40ZR19
*只能在指定轮胎上安装雪地防滑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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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速度超过 100mph (160 km/h)

满载正常载荷

轮胎尺寸车型 后前后前

kPakPakPakPa

220 kPa220 kPa220 kPa220 kPa255/40ZR19EcoBoost

-220 kPa-220 kPa255/40ZR19
GT

220 kPa-220 kPa-275/40ZR19

轮胎车轮装配已在车辆装配车间进行了平衡。在车辆使用过程
中，会有很多因素导致轮胎车轮不平衡。这些因素可能导致车
辆震动以及转向、悬架和轮胎磨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车轮
和轮胎装配可能需要重新平衡。每个车轮平衡板的最大动态静
态不平衡不得超过7g。更换车轮和轮胎后，也需要重新平衡轮

胎车轮装配。请联系授权经销商获得服务。

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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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规格

5.0L V82.3L I4 Ecoboost发动机

1-5-4-8-6-3-7-21-3-4-2点火顺序

笔式点火线圈笔式点火线圈点火系统

,049-.053 in. (1,25-1,35mm),027-.031 in. (.70-.80mm)火花塞间隙

11,0:19,5:1压缩比

传动皮带布置
2.3L I4发动机

E170434

5.0L V8发动机，带空调

E177351

MOTORCRAFT零件

5.0L V8发动机2.3L I4 Ecoboost部件

FA-1918空气滤清器滤芯

FL-500-SFL-910-S机油滤清器

BXT-96R-590BXT-96R-590蓄电池

SP-519 / CYFS-12YSP-537 / CYFS-12Y-2火花塞3

WW-2201-PF（驾驶员侧）挡风玻璃雨刮片
WW-2001-PF（乘客侧）

FP53乘员舱空气过滤器

1有关更换火花塞，请联系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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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请使用符合福特材料和设计规范的火花塞
进行更换，例如Motorcraft或同等质量的更换
零件。如未使用此类火花塞而造成的任何发动
机损坏，将不予保修。

车辆识别标牌

E178068

车辆识别牌位于右侧B柱上。车辆识别牌显示
车辆类型、车辆识别号、车辆总重量与其他车
辆信息。

车辆识别代码

E87496

车辆识别码位于前排乘客座椅右侧的地板上。
仪表板的左侧和车辆识别标牌上也有车辆识别
代码。

E184282

发动机上有几个位置也有发动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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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参数 - 2.3L ECOBOOST™
容量

警告
空调制冷系统含有高压制冷剂R-134a。开启空调制冷系统会造成人身伤害。仅能由合格的
人员维修空调制冷系统。

容量项目

5.4 L发动机油

8.96 L发动机冷却液

位于制动液储液罐上的MIN/MAX之间制动液

1.5L (3.2 pt)后轴油液

118ml后轴摩擦改进剂

10.98 L自动变速器液1

按需加注挡风玻璃清洗液

58.9 L燃油箱容量

0.6 kg空调制冷剂

100.5ml空调压缩机冷冻油
1约为净加注量。实际数量会随着油液不同而变化。

规格

材料
规格名称
WSS-M2C946-A发动机油 - 5W30 -半合成
WSS-M2C946-A发动机油 - 5W30 -全合成
WSS-M97B44-D2防冻
WSS-M6C65-A2刹车油
WSS-M2C942-A齿轮/变速器油 - 75W85
EST-M2C118-A摩擦改进剂
WSS-M2C938-A自动变速器油
MERCON® LV
WSS-M14P19-A挡风玻璃洗涤器液
ESB-M1C93-B润滑脂 -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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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名称
WSH-M17B19-A制冷剂 - R134A
WSH-M1C231-B制冷剂油

要完全重新加注福特限滑差速器轴，需添加
118ml摩擦改进剂XL-3或满足福特规格
EST-M2C118-A的同等产品。福特后轴含有的
合成润滑油无需更换，除非车轴被水浸没。
如果您使用了无法满足特定规格和粘度等级的
油液，则可能会导致以下问题：
• 车辆保修外的部件损坏。
• 延长发动机启动时间。
• 增加排放水平。
• 发动机性能降低
• 增加油耗。
• 制动性能下降。
使用合成或半合成机油非强制性规定。仅能使
用符合福特规格的油液。同样可接受满足API
SN规定的推荐粘度等级并显示API认证标记的
机油。不得使用标有APISN维修分类的机油，
除非标签同时显示API认证标记。

E142732

显示符合国际润滑油标准委员会(ILSAC)当前
发动机、排放系统和油耗标准的符号的机油。
由于辅助发动机油添加剂全无必要并且会使发
动机产生保修外的损坏，因此禁止使用。
注意:福特推荐使用DOT4低粘度(LV)高性能
制动液或满足WSS-M6C65-A2的同等产品。
使用推荐油液之外的任何油液会造成制动性能
下降，而且无法满足福特性能标准。确保制动
液干净干燥。灰尘，水，石油产品或其他材料
的污染可能导致制动系统损坏并出现故障。
注意: 需要MERCON LV变速器液的自动变速
器仅能使用MERCONLV变速器液。使用其他
油液会造成变速器受损。

车辆参数 - 5.0L
容量

警告
空调制冷系统含有处于高压的R-134a制冷剂。仅能由合格人员维修空调制冷系统。开启空
调制冷系统会造成人身伤害。

容量项目

7.6 L发动机油

12.88 L发动机冷却液

位于制动液储液罐上的MIN/MAX标记之间制动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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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项目

1.5L (3.2 pt)后桥润滑液

118ml后桥摩擦改进剂

11.17 L自动变速器液1

按需加注挡风玻璃清洗液

58.9 L燃油箱容量

0.68 kg空调制冷剂

120ml空调压缩机冷冻油
1约为净加注量。实际数量会随着油液的变化而改变。

规格

材料
规格名称
WSS-M2C945-A发动机油 - 5W20 -半合成
WSS-M2C945-A发动机油 - 5W20 -全合成
WSS-M97B44-D2防冻
WSS-M6C65-A2刹车油
WSS-M2C942-A齿轮/变速器油 - 75W85
EST-M2C118-A摩擦改进剂
WSS-M2C938-A自动变速器油
MERCON® LV
WSS-M14P19-A挡风玻璃洗涤器液
ESB-M1C93-B润滑脂 -多功能
WSH-M17B19-A制冷剂 - R134A
WSH-M1C231-B制冷剂油

对于完全重新加注福特限滑后桥，可添加
118mlXL-3摩擦改进剂或满足福特规格
EST-M2C118-A的等效产品。福特后桥所含有
的合成润滑油无需更换，除非后桥被水淹没。
如果您使用了无法满足特定规格和粘度等级的
油液，可能会产生以下情况：
• 保修外的部件受损。
• 更长的发动机启动时间。
• 增加排放水平。

• 发动机性能降低
• 燃油经济性降低
• 制动性能下降。
仅能使用满足福特规格的油液。同样可接受满
足API SN规定，显示API认证标记并具备推荐
粘度等级的汽油机机油。不得使用标有APISN
维修类别的油液，除非标签同时显示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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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42732

显示此符号的油液可符合国际润滑油标准委员
会(ILSAC)的当前发动机排放系统和燃油经济
性标准。
不得使用辅助发动机油添加剂，此类产品全无
必要并会导致发动机产生保修外的损坏。
注意:福特建议使用DOT 4低粘度(LV)高性能
制动液或满足WSS-M6C65-A2的等效产品。
使用推荐油液外的任何其它油液会造成制动性
能下降及无法满足福特性能标准。确保制动液
干净干燥。灰尘，水，石油产品或其他材料的
污染可能导致制动系统损坏并出现故障。
注意: 需要MERCON LV变速器液的自动变速
器仅能使用MERCONLV变速器液。使用其他
任何油液会导致变速器损坏。

技术规格
车辆尺寸

尺寸：mm尺寸描述

4,784mm总长

1,916mm总宽（不计外后视镜）

1,387mm总高（不计选装件）

定位参数

前轮定位（敞篷）

总前束右侧左侧

0.20 +/- 0.20N/AN/A前束

分离（左-右）

0.0 +/- 0.75- 0.74 +/- 0.75- 0.74 +/- 0.75外倾角

0.0 +/- 0.757.21 +/- 0.757.21 +/- 0.75后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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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轮定位（敞篷）

总前束右侧左侧

0.23 +/- 0.200.12 +/- 0.200.12 +/- 0.20前束

分离（左-右）

N/A- 1.03 +/- 0.75- 1.03 +/- 0.75外倾角

N/AN/AN/A后倾角

前轮定位(Coupe)

总前束右侧左侧

0.0 +/- 0.20N/AN/A前束

分离（左-右）

0.0 +/- 0.75- 1.03 +/- 0.75- 1.03 +/- 0.75外倾角

0.0 +/- 0.757.21 +/- 0.757.21 +/- 0.75后倾角

后轮定位(Coupe)

总前束右侧左侧

0.23 +/- 0.200.12 +/- 0.200.12 +/- 0.20前束

分离（左-右）

N/A- 1.50 +/- 0.75- 1.50 +/- 0.75外倾角

N/AN/AN/A后倾角

外倾角分离=左侧外倾角 -右侧外倾角。
外倾角分离=左侧外倾角 -右侧外倾角。
加装车辆会影响标定后倾角和外倾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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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技术参数

2.3L TiVCTGTDI EcoBoost I4

H发动机型号

2,261 ml发动机排量

87.5mm缸径

94mm冲程

9,5:1压缩比

231/5500最大净功率KW (r/min)

231/5500标称最大功率KW (r/min)

434/3000最大净扭矩N·m (r/min)

700标称发动机怠速(r/min)

6800最大发动机转速(r/min)

1-3-4-2点火顺序

国家V*车辆排放等级

北京V**

*符合GB18352.2013第五阶段标准要求。
**在北京市内符合北京DB11/946-2013第五阶段标准要求。

车辆性能

2.3L TiVCTGTDI EcoBoost I4

233 km/h最高车速（≥）

17.2°离去角（空载）

13.8°离去角（满载）

13.7°接近角（空载）

13.1°接近角（满载）

12.6m最小转弯直径

132mm最小离地间隙

> 30最大爬坡度(%)

170

Mustang (), zhCHN

车辆参数

www.inhauto.com



油耗(l/100 km)

2.3L TiVCTGTDI EcoBoost I4

13,0市区

6,1市郊

8,6综合

质量参数

2.3L TiVCTGTDI EcoBoost I4

881 kg前桥

780 kg后桥

1,661 kg整备质量

制动器参数

参数(mm)描述

10mm - 26mm制动踏板自由行程

1.5mm17或18英寸前制动盘摩擦副（大于或等于）

1.5mm19英寸前制动盘摩擦副（大于或等于）

1.5mm后制动盘摩擦副（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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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射频和接收要素

您的收音机接收的频率为：
• AM：530-1600 kHz
• FM：87.5-108MHz

无线电接收要素

车辆距离FM电台越远，信号和接收就越弱。距离和强度

丘陵、山地、高层建筑、桥梁、隧道、高速路立交桥、停车场、
茂密的丛林和暴风雨都会对您的接收造成干扰。

地形

当通过地面上的广播塔时，强大的信号可能会取代较弱的信号，
从而导致音频系统静音。

电台超载

CD和CD播放器信息
注意: CD单元只可播放经压缩的12毫米的音频
光盘。由于技术不兼容，一些可录制和重新录
制的光盘在使用福特CD播放器时播放不正确。
注意:贴有自制纸（有粘性）标签的CD不得放
入CD播放器，以防标签脱落卡住CD。您应该
使用黑色毡尖笔而非贴上带有粘性的标签对自
制CD进行标识。圆珠笔会对CD造成损害。请
联系授权经销商，以获得更多信息。
注意:请勿放入任何形状不规则或带有保护膜的
光盘。
接触光盘时总是仅触碰其边缘。只能使用受认
可的CD清洁剂清洁光盘。自光盘中心朝着边
缘清洁光盘。不可以圆周运动的方式进行清
洁。
不要使光盘长时间受阳光或热源的直接照射。

MP3和WMA音轨和文件夹结构
音频系统能识别并播放MP3和WMA单独音轨
和文件夹结构，其工作方式如下：
• MP3和WMA光盘的播放有两种不同的模

式：MP3和WMA音轨模式（系统默认）
以及MP3和WMA文件夹模式。

• MP3和WMA音轨模式忽略了MP3和WMA
光盘内的文件夹结构。播放器对光盘上的
每一个MP3和WMA音轨进行编号（扩展
名为MP3或WMA），编号从T001开始，
最多可达T255。可播放的MP3和WMA文
件的最大数量可能更少，具体数量由CD的
结构和无线电存在的准确模式确定。

• MP3和WMA文件夹模式是一种由一级文
件夹构成的文件夹结构。CD播放器对光盘
上的所有MP3和WMA音轨及包含MP3和
WMA文件的所有文件夹进行编号（扩展名
为MP3或WMA的文件），编号从F001
（文件夹）T001（音轨）开始到F253
T255。

• 制造仅含一级文件夹的光盘有利于浏览光
盘文件。

如果您的MP3和WMA光盘为刻录盘，有必要
了解系统是如何读取您创建的文件结构。当存
在不同类型的文件时，（扩展名为MP3和WMA
以外的文件），系统只能播放扩展名为MP3和
WMA的文件；并将忽略其他类型的文件。通
过这种方式，您可以在工作电脑、家庭电脑和
汽车系统中使用相同的MP3和WMA光盘，完
成不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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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轨模式下，系统以一级文件夹的方式显示
并播放文件夹结构（所有MP3和WMA文件都
将被播放，不论在哪一个文件夹下）。在文件
夹模式下，系统仅播放当前文件夹内的MP3和
WMA文件。

收音机单元 -车辆配备：AM/FM/
CD/SYNC/卫星收音机

警告
驾驶车辆时分心，可能导致车辆失控、
碰撞并造成人员伤害。在使用任何会分
散您对道路交通注意力的设备时，我们

强烈建议您一定要加倍小心。安全驾驶车辆是
您的首要职责。我们建议您在驾驶时不要使用
任何手持设备，希望您尽可能使用语音控制系
统。请确保您了解当地适用的法律对于驾驶时
使用电子设备的规定。

注意:您的系统看起来也许和本说明书内容有所
不同，这取决于您车辆的选择方案。
注意:有些功能，例如SIRIUS卫星广播，可能
在您所在地区无法使用。请与福特授权经销商
联系。

E174552

173

Mustang (), zhCHN

音响系统

www.inhauto.com



显示屏：显示音频和SYNC信息。A
数字区域：在收音机模式下，存储您喜欢的电台供以后收听。当调至某一电台，按住
预设的按键直到声音重新出现即可。在CD模式下，按键选择曲目。在电话模式下，按
键输入电话号码。

B

挂机：按下此键结束通话。C
功能键：根据您所在模式（例如广播或CD）选择不同的音频系统功能。D
调谐:逐一调节搜寻频带。E
寻找：在收音机模式下，选择广播频带并按下此键。向上找到该频带第一个电台时系
统停止。按住此按钮以便快速移动到下一个信号强劲的电台，或者预置记忆。在CD模
式下，按下此按钮选择下一首曲目。按住此按钮快速前进本曲目。

F

弹出：按此按钮弹出CD。G
光标箭头和OK:使用上下箭头按钮选择需设置的项目。找到需设置的项目，按左右箭
头按钮改变设置。按下OK键保存设置，或按下菜单键退出设置。

H

播放/暂停：播放CD时按下此按钮播放或暂停。I
搜索：在收音机模式下，选择广播频带并按下此键。向下找到该频带第一个电台时系
统停止。按住此按钮以便快速移动到上一个信号强劲的电台，或者预置记忆。在CD模
式下，按下此按钮选择上一首曲目。按住此按钮快速后退本曲目。

J

音量和电源：按下此按钮关闭或开启系统。旋转以调整音量。K
接打电话：按下此按钮接听电话或拨打电话。L
菜单：按下该按钮以使用不同的音响系统功能。M
电话：按下按钮，访问SYNC®系统电话功能模式。N
时钟：按下改按钮进行时钟设置。使用中心的箭头控制来改变小时和分钟。你也可以
通过按菜单按钮滚动设置选项来设置时钟。

O

媒体：当您需要插入设备至输入接口或USB端口时，请按下此按钮即可连接辅助输入
接口或开关。

P

收音机：按此按钮收听广播或改变广播频段。按收音机屏幕下方的功能键选择不同的
收音机功能。

Q

静音或者SIRIUS:按下该按钮可以静音，或收听Sirius卫星广播（如有配备）。R
CD:按下此按钮播放CD按下收音机屏幕下方的功能按钮，选择屏幕上显示的重复或随
机播放选项。

S

声音：按下该按钮以调整低音、高音、中音、左右平衡和前后平衡的音效设定。使用
上下箭头按钮选择需设置的项目。找到需设置的项目，按左右箭头按钮改变设置。按
下OK键保存设置，或按下菜单键退出设置。各种音频源都可以进行声音设置而不受
影响。

T

174

Mustang (), zhCHN

音响系统

www.inhauto.com



收音机单元-车辆配备：优质调幅/调
频/CD

警告
驾驶车辆时分心，可能导致车辆失控、
碰撞并造成人员伤害。在使用任何会分
散您对道路交通注意力的设备时，我们

强烈建议您一定要加倍小心。安全驾驶车辆是
您的首要职责。我们建议您在驾驶时不要使用
任何手持设备，希望您尽可能使用语音控制系
统。请确保您了解当地适用的法律对于驾驶时
使用电子设备的规定。

注意:MyFordTouch系统能够控制大多数音响
功能。 参见MyFord Touch™ (页码 177)。

E174101

A B DC E

FG

VOL:转动旋钮调节系统音量。A
搜索和倒退：在收音机模式下，选择广播频带并按下此按钮。向下找到该频带第一个电
台时系统停止。按住此按钮以便快速移动到上一个信号强劲的电台，或者预置记忆。
在CD模式下，按下此按钮选择上一首曲目。按住此按钮快速后退当前曲目。

B

电源：按此按钮关闭和开启系统。C
搜索和快进：在收音机模式下，选择广播频带并按下此按钮。向上找到该频带第一个电
台时系统停止。按住此按钮以便快速移动到下一个信号强劲的电台，或者预置记忆。
在CD模式下，按下此按钮选择下一首曲目。按住此按钮快速前进本曲目。

D

调谐：在选择了频带后，可转动旋钮以搜索理想电台。E
弹出：按此按钮弹出CD。F
声音：按下该按钮以进入低音、高音、中音、左右平衡和前后平衡的音效设定。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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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中心 (如有配备)

媒体中心位于中央控制台，具备以下功能：

E176343

A

BC

辅助输入插孔（线路输入）。A
USB端口。B
SD卡插槽。C

参见娱乐 (页码 190)。
注意:其它USB端口可能位于车辆的其它区域。
参见多媒体中心 (页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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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警告
驾驶车辆时分心，可能导致车辆失控、
碰撞并造成人员伤害。在使用任何会分
散您对道路交通注意力的设备时，我们

强烈建议您一定要加倍小心。安全驾驶车辆是
您的首要职责。我们建议您在驾驶时不要使用
任何手持设备，希望您尽可能使用语音控制系
统。在使用电子设备时，请确保您已经了解当
地的法律法规。

A B

G CDF E

E161891

电话。A
导航（或信息系统，如果您的汽车未配备导航）B
空调（或设置，如果车辆配备手动空调控制系统）。C
设置（如果车辆配备自动空调控制系统）。D
主页E
信息。F
娱乐。G

该系统采用四角控制提供快速进入多个车辆功
能和设置。触摸屏提供便捷的电话、多媒体、
空调控制和导航系统互动。触摸屏角部显示那
些菜单下的任何主动模式，例如手机状态或空
调温度。
注意:汽车移动时，某些功能可能不可用。

注意:您的系统配备有熄火后让您获取和控制音
频功能30分钟的功能（在车门未打开的情况
下）。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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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选择下列任何一项：
• 电话。
• 快速拨号。
• 电话薄。
• 记录。
• 信息。
• 设置。
导航
按下选择下列任何一项：
• 主屏幕。
• 首选项。
• 上一个目的地。
• 兴趣点。
• 紧急情况。
• 地址。
• 十字入口。
• 市中心。
• 地图。
• 编辑路径。
• 取消路线
空调
按下选择下列任何一项：
• 驾驶员设置。
• 循环空气。
• 自动模式。
• 双区模式。
• 乘客设置。
• 空调。
• 除霜。

E142607

设置

按下选择下列任何一项：
• 时钟
• 显示器
• 声音。

• 车辆。
• 设置。
• 帮助。

E142613

主页
按下进入您的主屏幕。根据您的车
辆选择配置组装和软件，您的屏幕

可能与本节中的说明有差异。根据您所在市场
您的车辆功能可能有限制。向授权的经销商检
查可用性。

E142608

信息

按下选择下列任何一项：
• 提示
• 日历
娱乐
按下选择下列任何一项：
• AM。
• FM。
• CD。
• USB。
• BT立体声。
• SD卡。
• 线路输入。

清洁触摸屏
使用清洁、软布，例如用于清洁玻璃的布。如
果污垢或指印仍然明显，向布上涂抹少量的酒
精。请勿向显示器倾倒或喷洒酒精。请勿使用
清洁剂或任何类型的溶剂清洁显示器。

使用面板控制器
根据车辆和选择配置组装，仪表框上也可能有
这些控制图标：
• 电源：关闭和打开媒体或空调功能。
• 音量：控制播放媒体的音量。
• 空调：控制温度、风扇转速或空调控制系

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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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按钮和调节旋钮：与通常媒体模式中
使用相同。

• 弹出：从娱乐系统弹出CD。
• 声音：触摸音符图标可访问声音菜单，其

中可调节的设置包括：低音、高音、中音、
左右平衡和前后平衡、DSP（数字信号处
理）、占用模式和车速补偿音量。（您的
车辆可能没有所有这些声音选项。）

使用方向盘控制装置
您可以使用方向盘控制键来与触屏系统进行互
动。
• 音量：控制音频输出量。
• M:切换播放媒体源。
• 静音：音频输出静音。
• 语音：按下开启语音会话。再次按下结束

当前语音提示，可以开始说话。按住以结
束语音会话。

• 接听电话：按下可接听电话或在通话中切
换。

• 拒接电话：按下可结束通话或拒接来电。
参见方向盘 (页码45)。

支持
更多的支持，请联系授权经销商。有关详细信
息，请访问您所在地区的福特网站：
www.fordsync.com。

安全信息
警告

驾驶车辆时分心，可能导致车辆失控、
碰撞并造成人员伤害。在使用任何会分
散您对道路交通注意力的设备时，我们

强烈建议您一定要加倍小心。安全驾驶车辆是
您的首要职责。我们建议您在驾驶时不要使用
任何手持设备，希望您尽可能使用语音控制系
统。在使用电子设备时，请确保您已经了解当
地的法律法规。

• 请勿尝试保养或维修系统。详情咨询授权
经销商。

• 如电源线或电缆破碎、裂开或损坏，请勿
操作使用中的设备。将线路和电缆置于一
旁，使其不会干扰踏板、座椅、车厢或安
全驾驶操作功能。

• 严禁在极端条件下把使用中的设备留在您
的车中，因为这样会损坏您的设备。请参
见设备手册以获取更多信息。

• 关于您的安全，某些SYNC功能取决于车
数。仅限于在车速低于5 km/h时使用。

在与SYNC搭配使用之前，确保您仔细阅读设
备的说明书。

限速功能
该系统部分功能可能在车辆行驶时太难操作，
因此限制其被使用，除非车辆停下来。
• 屏幕信息过多，例如兴趣点查看和评级。
• 任何需要使用键盘的操作均会受到限制，

诸如输入导航目的地或编辑信息。
• 所有列表均会被限制，因此用户可查看的

条目更少（例如电话联系人或最近的电话
条目）。

请参见下列图表获取更详细的示例。

限制功能

接入蓝牙电话电话

添加电话联系人或上传电话联系人（通过USB）

来电清单仅限电话联系人和最近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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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功能

编辑键盘代码系统功能

启用看管模式

后视镜或主动泊车辅助系统可用时编辑设置

编辑无线设置Wi-Fi和无线

编辑无线网络清单

播放视频视频、照片和图片

编辑屏幕背景或添加新的背景

编辑短信短信

查看收到短信

编辑预设短信

用键盘输入目的地导航

演示导航路线

添加或编辑地址薄条目或避免区域

保密信息
连接手机至SYNC时，系统会在汽车内创建一
个文件连接至手机。此文件帮助提供更多手机
功能和更有效操作。与其它信息一样，该文件
夹包含您的手机电话薄、短信（可读和不可读）
和电话记录数据（包括您的手机在未接入系统
时的电话）。此外，如果连接媒体设备，该系
统会创建并保留支持媒体目录索引。系统还会
记录约10分钟的所有近期系统活动短时间开发
日志。系统采用了日志文件和其它数据来改善
系统并帮助诊断可能出现的问题。
手机文件、媒体设备索引和开发日志将保留在
车辆中，除非您删除它们，一般来说这些信息
只能在手机或媒体播放器连接时在车内才能看
到。如果您打算不再使用该系统或车辆，我们
推荐您使用主复位消除所有储存的信息。

如果没有专用设备进入车辆的SYNC模块，则
无法访问系统数据。福特汽车公司和加拿大福
特汽车公司不会以任何目的获取系统数据，除
非有书面缺席同意书、法院指令或根据法律、
政府机构或其他拥有合法权利的第三方要求。
其他方不能通过福特汽车公司和加拿大福特汽
车公司搜寻获取此信息。

使用语音识别
该系统帮助您通过语音命令控制很多功能。让
您在驾驶时不用将手从方向盘上移开且使您开
车更专心。该系统根据情况和所选互动级别
（语音设置）以声音信号、提示、询问和语音
确认方式提供反馈。
该系统在不确定您的要求或有多种回答时还会
提出简短的问题（确认提示）。
>当使用语音命令时，文字和图标也可能出现
在左下角状态栏，表示语音通话状态（例如接
听中、成功、失败、中断或再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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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语音命令使用您的系统

E142599

按下语音图标。提示音响后，清晰
地说出您的命令。

在语音通话中可以随时说出这些命令

“取消”

“退出”

“返回”

“指令列表”

“主菜单”

“后一页”

“前一页”

“可用指令列表”

“帮助”

可用指令列表
获取当前通话的可用语音命令，请按如下操作：
• 在语音对话期间，按下屏幕左下方状态栏

中的帮助图标(?)。
• 说出“可用指令列表”查看屏幕上列出的与您

当前语音通话相关的可能的语音命令。
• 按下语音图标。在提示音后说出“帮助”，

以收听可用的语音指令列表。

实用提示
• 确保车内尽量保持安静。从打开的车窗和

路面震动传来的风噪声可能会影响系统正
确识别语音命令。

• 按下语音图标后，等提示音和接听出现后
再说出命令。系统不会记录“哔”声之前的
您所下达的任何命令。

• 说话自然，无长时间的中断。
• 系统说话时按下语音图标可随时中断系统。

获取可用命令列表
• 如果使用触摸屏，按下设置图标> “Help

（帮助）”>“VoiceCommandList（语
音指令列表）”。

• 如果使用方向盘控制器，按下语音图标。
提示音响后，清晰地说出您的命令。

可用语音指令

“音频指令列表”

“蓝牙音频指令列表”

“搜索指令列表”

“CD播放器指令列表”

“空调指令列表”

“指令列表”

“卫星导航指令列表”*

“电话指令列表”

“广播指令列表”

“SD卡指令列表”

“USB指令列表”

“语音操作说明列表”

“语音设定指令列表”

“帮助”
*此指令仅在汽车装备卫星导航系统且卫星导航
系统SD卡置于卡槽内时可用。

语音设定
语音设置允许您设置系统互动、帮助和反馈的
级别。系统默认为标准互动，使用备选列表和
确认提示提供最高级别的指导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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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动模式：初级模式提供更多详细的互动
和指导，高级模式则提供较少声音互动和
较多铃声提示。

• 确认提示：此系统使用三个短问题来确认
语音请求。如果关闭，系统将对您的请求
简单地做出最佳推测。此系统可能会偶尔
要求您确认设置。

• 电话和媒体选项列表：选项列表中列出的
是对您的语音命令可能的回答。系统作出
的回答与您的语音命令一致时将创建这些
列表。

使用触摸屏获取这些设置：
1. 按下设置图标>设置 >语音控制.
2. 从以下选择：
• 互动模式。
• 确认提示。
• 媒体选项列表。
• 电话选项列表。
• 语音控制音量。
使用语音命令获取这些设置：
1. 按下语音图标。等待提示“请说出一个指

令”。再次响起提示音表明系统正在接听。

2. 说出下列任何一个指令：

使用语音指令的语音设置

“关闭语音确认提示”

“打开语音确认提示”

“高级互动模式”

“初级互动模式”

“关闭媒体选项列表”

“打开媒体选项列表”

“关闭电话选项列表”

“打开电话选项列表”

“帮助”

使用语音指令和触屏选择
您的语音系统带有双模式功能，可以让您在语
音指令和触屏选择之间进行切换。此功能仅在
系统显示在语音通话期间产生的选项列表时可
用。例如，输入地址或从配对至系统的电话尝
试呼叫联系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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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音频广播设置

A

B

C

D

E

F

E161968

时钟A
显示器B
声音C
车辆D
设置E
帮助F

E142607

在该菜单下，您可以设置时钟，对
显示器、声音和汽车进行设置和调
整，以及对特殊模式或帮助功能进

行设置。

时钟
注意:不能手动设置日期。汽车的GPS会为您
进行设置。
注意:如蓄电池断开，汽车需获得GPS信号以
更新时钟。汽车一旦获得信号，需要几分钟的
时间将显示屏上的时间调整正确。

E142607

1. 按设置图标> “Clock（时钟）”。
2. 按下 +和 -来调整时间。
您从该屏幕上也能够进行其他调整，如12小时
制和24小时制、激活GPS时间同步及让系统与
新时区自动更新。
也可关闭和打开车外空气温度显示。其显示在
触摸屏中央顶部，挨着时间和日期。
系统自动存储您做出的任何设置更新。

显示器
您也可以通过触摸屏对触摸屏显示器进行调整，
或按下方向盘控制器上面的语音按钮，在出现
提示的时候说“显示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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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42607

按下设置图标> “Display（显示
器）”，使用触摸屏进入并进行调
整。

• “Brightness（亮度）”调节屏幕更亮或更
暗。

• “Auto DIM（自动变暗）”，设置为“On
（打开）”时，可以使用自动变暗手动补偿
功能。设置为 “Off（关闭）”时，屏幕亮
度不变。

• “Mode（模式）”将屏幕调整到某种亮度
或使系统随外界的亮度自动进行调整，或
关闭显示器。
• 如果您选择了“AUTO（自动）”或

“NIGHT（夜间）”，您可以选择打开/
关闭显示器自动变暗功能并改变自动变
暗手动补偿功能。

• “Auto DimManual Offset（自动变暗
手动补偿）”使您在外界光照条件从日间改
变为夜间时，调整屏幕变暗。此功能时您
可使用仪表板变暗控制调整屏幕亮度。

• 编辑壁纸
• 您可以选用系统默认的图片，也可以上

传您自己的图片。

为主屏幕壁纸上传图片
注意:您无法直接从照相机上传图片。您必须
从USB大容量存储器或SD卡获取图片。
注意:像素较大的图片(如2048x1536)或会不
兼容，在显示屏上显示为空白（黑色）图像。
该系统允许上传并查看32张图片。

E142607

上传时，按下设置图标>“Display
（显示器）” > “EditWallpaper
（编辑壁纸）”，然后按照系统提示

上传图片。

只有符合以下条件的图片才会显示：
• 与系统兼容的图片格式：jpg, .gif, .png,

.bmp
• 每个文件须不能大于1.5 MB。
• 建议像素：800 x 384

声音

E142607

按下设置图标> “Sound（声
音）”，然后在以下中进行选择。

声音

低音

中音

高音

设置左右平衡和前后平衡

DSP*

占有模式*

车速补偿音量
* 您的汽车可能未具备这些声音设置。

车辆

E142607

按下设置图标> “Vehicle（车
辆）”，然后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
择：

• 摄像头设置
• 激活看管模式。

照相机设置
该菜单可允许您访问照相机设置。

E142607

按下设置图标>“Vehicle（车辆）”
> “Camera Settings（照相机设
置）”，然后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

择：

• 增强型驻车辅助
• 后视摄像头显示。
在另一章，您可以找到更多后视摄像头信息。
参见后视摄像机 (页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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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看管模式
看管模式使您可锁止系统。使用正确PIN码解
锁系统前，看不到任何信息。您可以创建个人
四位数PIN码，以锁定和解锁系统。

E142607

1. 按下设置图标> “Vehicle（车辆）” >
“EnableValetMode（激活看管模式）”.

2. 根据提示，输入四位数PIN码两次。
按下 “Continue（继续）”后，系统锁止直到
再次输入PIN码。

注意:如果系统锁止，且您需要重置PIN码，则
输入3681解锁系统。

设置
进入该功能，可调整系统设置、语音功能以及
电话、导航和无线设置。

系统

E142607

按下设置图标> “Settings（设
置）”>“System（系统）”，然后
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系统

选择屏幕显示语言为英语、西班牙语或法语。语言

选择距离单位显示为千米或米。距离

选择气温显示单位为摄氏度或华氏度。气温

调整系统语音提示的音量。系统提示音量

选择系统提示声，确认触摸屏发出的命令。触摸屏按钮提示声

选择系统提示声，确认空调系统或音频系统通过按钮发出的命
令。

触摸面板按钮提示声

选择以QWERTY模式或ABC模式显示触摸屏键盘。键盘布局

安装下载的应用工具或查看当前的软件许可。安装应用工具

选择恢复出厂设置。该操作清除所有个人设置和个人数据。主复位

语音控制

E142607

按下设置图标> “Settings（设
置）” > “Voice Control（语音控
制）”，然后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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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控制

标准互动模式提供更多详细的互动和指南。高级模式下声音互
动较少，提示音较多。

互动模式

通过系统向你发出的一些简短问题，确认系统是否清楚听见或理
解您的请求。 *

语音确认提示

备选列表可能由语音命令创建。在这些关闭时，此系统可轻松
地对您的请求作出最佳猜测。

媒体选项列表

备选列表可能由语音命令创建。在这些关闭时，此系统可轻松
地对您的请求作出最佳猜测。

电话选项列表

这使您可调整系统语音音量水平。语音控制音量
* 即使确认提示关闭，此系统也可能不定期请您确认设置。

媒体播放器

E142607

按下设置图标> “Settings（设
置）” > “Media Player（媒体播
放器）”，然后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

择：

媒体播放器

该功能开启时，系统在初始连接的时候自动转换到媒体资源。
这使您可在索引过程中收听音乐。该功能关闭时，系统不会自
动转换到插入的媒体资源。

自动播放

选择连接、断开、增加还是删除设备。可将某一设备储存在收
藏夹，系统将在每次点火周期自动连接该设备。

蓝牙设备

该功能开启时，系统自动对连接的蓝牙设备上的媒体进行索引。蓝牙音频设备索引

这使您可查看Gracenote数据库版本。Gracenote数据库信息

该功能开启后，Gracenote数据库提供音乐文件的元数据信息。
该功能优先于您设备的信息。该功能默认设置为关闭。

Gracenote管理

该功能开启时，Gracenote数据库提供音乐文件的封面艺术。
该功能优先于您设备的任何艺术。该功能的默认设置为媒体播
放器。

封面艺术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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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系统
E142607

按下设置图标> “Settings（设
置）” > “Navigation（导航系
统）”，然后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

择：

导航系统

打开和关闭轨迹导航。地图偏好

让系统以由低到高或由高到低的顺序显示转弯列表。

打开和关闭驻车POI通知。

选择让系统首先显示最短、最快或最经济路径。如果您将
“AlwaysUsePreferredRoute（始终使用偏好路径）”设置
至 “Yes（是）”，则系统使用所选路径类型仅计算一条至所需
目的地的路径。 “AlwaysUse Preferred Route（始终使用
偏好路径）”跳过目的地编程中的路径选择。该系统仅根据偏好
路径设置计算一条路径。 “Eco TimePenalty（经济时间处
罚）”使您可选择计算经济路径的低、中或高成本。设置越高，
路径的时间分配越长。

路径偏好

让系统避开高速路。

让系统避开收费公路。

让系统避开渡口或汽车载运列车。

让系统使用HOV（高载客量车辆）通道。

让系统使用指南提示。导航偏好

让系统自动填充省/市信息。

让系统显示道路施工出现的区域。交通偏好

让系统显示事故图标。

让系统显示道路条件困难的区域。

让系统显示道路上可能出现雪和冰的区域。

让系统显示烟雾警报。

让系统显示天气警报

让系统显示能见度较低区域。

让系统打开关于交通公告的广播。

让系统自动避开交通问题。

打开和关闭交通警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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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系统

让系统显示事故图标。

让系统显示交通拥挤图标。

让系统显示关闭的道路。

进入计划导航路径中想要避开的特定区域。避开各种区域

电话

E142607

按下设置图标> “Settings（设
置）” > “Phone（电话）”，然后
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电话

连接、断开、增加或删除设备，以及将设备储存在收藏夹。蓝牙设备

打开和关闭蓝牙。蓝牙

将所有电话直接转移到语音信箱，在驾驶室内不会响起。该功
能开启后，短信息通知功能同时也被屏蔽，在驾驶室内不会响
起。

拒绝接听来电

为来电选择提示声-电话铃声、哔声、文字转语音或静音。电话铃声

为短信息选择提示声-短信提示声、哔声、文字转语音或静音。短信息通知

如果兼容您的手机，则您可调整网络数据连接。选择用个人区
域网络创建连接配置文件或关闭连接。您也可选择调整设置或
让系统在漫游或询问是否连接时总是连接、从不连接。按下“？”
以了解更多信息。

网络数据连接

获取功能，如电话簿自动下载、电话簿重新下载、从电话簿添
加/删除联系人或上传电话簿。

管理电话簿

漫游模式下系统是否发出提示声？漫游警报

无线&网络
您的系统具备的Wi-Fi功能在汽车里可以创建无
线网络，使其他汽车内的设备（如个人电脑或
电话）可进行通话、共享文件或玩游戏。如果
车内有USB移动宽带连接，您的手机支持个人
区域网络且您的车停在无线热点外，车上的任
何人都能连接至网络。

E142607

按下设置图标> “Settings（设
置）” > “Wireless& Internet
（无线&互联网）”，然后从以下选

项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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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Wi-Fi网络（客户端）模式打开和关闭汽车上的Wi-Fi功能。确
保您将其打卡用于连接目的。

Wi-Fi设置

选择无线网络使您可使用先前储存的无线网络。根据字母表、
优先顺序和信号强度分类。您可以选择搜寻网络、连接网络、
与网络断开、接收更多信息、给予某一网络优先权或删除某一网
络。

网关（接入点）模式打开时，将SYNC作为电话或电脑的接入
点。这样就可以在车辆内建立局域网，用于玩游戏、传输文件
和上网等。按下“？”以了解更多信息。

网关（接入点）设置使您可查看并改变设置，将SYNC作为互
联网网关。

网关（接入点）设备列表使您可查看最近连接至Wi-Fi系统的连
接。

除了Wi-Fi，系统同样可通过USB移动宽带连接访问互联网。
（将个人电脑上移动宽带设备连接至系统前，必须将其打开。）
此屏幕使您可设置USB移动宽带连接的标准区域。（如该设备
已打开，则不会显示USB移动宽带的设置。）您可以选择以下
选项：国家、载体、电话号码、用户姓名和密码。

USB移动宽带

向您显示当前配对设备，并提供典型的蓝牙选项以连接、断开、
设为常用、删除及添加设备。蓝牙是蓝牙SIG的注册商标。

蓝牙设置

选择连接方式，可根据需要适应进行改变。您可以选择“改变次
序”，将系统设置为总是通过USB移动宽带或Wi-Fi进行连接。

给予连接模式优先权

E142626

Wi-Fi认
证标志是
Wi-Fi联
盟商标的
证明。

帮助

E142607

按设置图标>“Help（帮助）”，然
后从以下选择：

帮助

查看汽车当前位置，如果汽车装备导航系统。如果汽车未装备
导航系统，则看不到此按钮。

我在哪里？

触摸屏系统序列号系统信息

汽车识别码(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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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

触摸屏系统软件版本

导航系统版本

地图数据库版本

Gracenote数据库信息和图书馆版本

查看系统的软件和应用程序的许可证软件许可证

汽车移动时，某些功能不可用。驾驶限制

查看语音命令的分类列表。语音命令列表

使用语音命令进入“帮助”，接下语音按钮，听
到提示音后说“帮助”。系统提供当前模式可用
的语音指令。

娱乐

A

B

C

D

E

F

G

H

E161892

AM 1和AM频道自动存储A
FM 1、FM 2和FM频道自动存储B
SIRIUSC
C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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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E
触摸此按钮以向下滚动获得更多选项，例如SD卡、BT立体声和线路输入F
这些按钮根据您所在的媒体模式进行改变。G
广播存储预设和CD控制装置。H

注意:某些功能可能在您的区域不可用。有关
更多信息，请联系授权经销商。
可通过触摸屏或语音命令进入这些选项。

搜索设备内容
在设备上听音频时，您搜索其他设备而不用改
变音源。例如，如果您当前正在听SD卡上的
音频，您可搜索所有存储在USB设备上的艺术
家。

E142599

按方向盘上的语音图标。听到提示
时，可说：

在设备内“搜索”

“搜索”*

“搜索SD卡”

“搜索USB”

“帮助”
*如果仅说“搜索”，则然后您可说下表中的任一
指令。

“搜索”

“SD卡”*

“USB”**

“帮助”
**有关SD卡或USB模式的更多指令，请参见本
章的“SD卡和USB接口”部分。

语音系统使您可使用简单的语音指令改变音频
源。例如，如果您正听USB设备上的音乐，然
后想要切换至卫星广播频道，仅需按下方向盘
控制键上的语音按钮然后说出Sirius电台的名
称（例如“高速公路”）。在语音会话的顶层可
获得以下语音指令，无论您当前正在收听哪个
音频源（例如USB设备或Sirius卫星广播）。
注意:此功能仅在MyFordTouch系统语言设置
为北美英语时可用。

示例指令

"<87.9-107.9>"

"<530-1710>"

“调到AM<530-1710>”

“调到FM<87.9-107.9>”

“播放[专辑] <名称>”*

“播放[艺术家] <姓名>”*

“播放[流派] <名称>”*

“播放[播放列表] <名称>”*

“播放[一首] <名称>”*

“播放<名称>”

“播放<名称（歌曲或专辑）>按<艺术家名称
>分类”

*文字周围带[]的指令意味着此文字为可选项。
例如，如果您说“播放Metallica”，这与语音指
令“播放[艺术家] <名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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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FM广播

E142611

触摸AM或FM标签来收听广播。

要在AM和FM预设电台之间切换，仅需触摸
AM或 FM标签。

记忆预设电台
长按某个记忆预设电台区可保存电台。保存电
台时，可能会有短暂的静音。完成后声音恢
复。

HD广播
触摸此按钮开启HD广播。此功能打开时，按
钮上的灯亮起。HD广播可允许您以数字方式
接收广播（如果可用），并提供清晰的声音。
请参见本章节随后的HD广播信息。

浏览
触摸此按钮进入下一个信号强的AM或FM广播
电台。此功能打开时，按钮上的灯亮起。

选项

声音设置
触摸此按钮，将设置调整为：
• 低音
• 中音
• 高音
• 左右平衡和前后平衡
• DSP（数字信号处理）
• 占有模式
• 车速补偿音量。
注意:您的汽车可能未包括所有这些声音设置。

将节目类型设置为搜索/浏览
这使您可选择搜索您喜欢的音乐类别。然后，
您可选择搜索或浏览播放此类别的电台。

RDS文本显示
这使您可查看FM电台的播放信息。

自动存储
AST（自动存储）可使系统自动存储您当前位
置内六个信号最强的电台。

直接调到广播
触摸此按钮以手动进入所需电台。完成后，触
摸 “进入（Enter）”。

广播语音指令

E142599

如果正在收听广播，按方向盘控制上
的语音按钮。接到提示后说出下列
任一命令。

如果没有收听广播，按语音按钮，听到响声后
说“广播”，然后说出下列指令。

“广播”

"<87.9-107.9>"

"<530-1710>"

“调到AM”

“调到AM<530-1710>”

“AM频道自动搜索”

“调到AM自动搜索预设电台<#>”

“调到AM预设电台<#>”

“搜索”*

“调到FM”

“调到FM<87.9-107.9>”

“FM频道自动搜索”

“调到FM自动搜索预设电台<#>”

“调到FM预设电台<#>”

“调到FM 1”

“调到FM 1预设电台<#>”

“调到F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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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

“调到FM 2预设电台<#>”

“调到预设电台<#>”

“关闭广播”

“打开广播”

"设置节目类型"

“调到广播”3

“帮助”
2如果说出“搜索”，请参见本章后面的“搜索”图
表。
**如果说出“调到广播”，请参见以下“调到广播”
图表。

“调到广播”

"<530-1710>"

"<87.9-107.9>"

“调到AM”

“调到AM<530-1710>”

“AM频道自动搜索”

“调到AM自动搜索预设电台<#>”

“调到AM预设电台<#>”

“调到FM”

“调到FM<87.9-107.9>”

“FM频道自动搜索”

“调到FM自动搜索预设电台<#>”

“调到FM预设电台<#>”

“调到FM 1”

“调到FM 1预设电台<#>”

“调到FM 2”

“调到广播”

“调到FM 2预设电台<#>”

“调到预设电台<#>”

“帮助”

CD

E142611

按触摸屏的左下角，然后选择CD标
签。

还可使当前歌曲或当前文件夹前进和倒退（如
果可用）。

打开重复播放
触摸此按钮重复当前播放的歌曲、光盘上的所
有歌曲或关闭此功能（如果已打开）。

打开随机播放
触摸此按钮按随机顺序播放歌曲或整个专辑或
关闭此功能（如果已打开）。

浏览
触摸此按钮收听所有可用歌曲的一小部分。

更多信息
触摸此按钮以查看光盘信息。

选项

声音设置
触摸此按钮，将设置调整为：
• 低音
• 中音
• 高音
• 左右平衡和前后平衡
• DSP（数字信号处理）
• 占有模式
• 车速补偿音量。
注意:您的汽车可能未包括所有这些声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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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
触摸此按钮打开和关闭压缩功能。

搜索
触摸此按钮以查看所有可用的CD歌曲。

CD语音命令

E142599

如果正在收听CD，按方向盘控制器
上的语音按钮。接到提示后说出下
列任一命令。

如果没在听CD，按语音按钮，听到响声后说
“CD”，然后说出下列指令。

“CD”

“暂停”

“打开播放”

“后一首”

“前一首”

“播放第<1-512>首”

“打开重复播放”

“打开重复播放文件夹”*

“关闭重复播放”

“打开重复播放歌曲”

“打开随机播放”

“打开光盘随机播放”*

“打开文件夹随机播放”*

“关闭随机播放”

“帮助”
*此功能仅适用于WMA或MP3文件。

SD卡槽和USB接口
SD卡
注意: SD卡槽为弹出式设计。按下SD卡然后
松开，系统即可弹出SD卡。请勿强制将卡拉
出，否则会引起损坏。
注意:导航系统也使用此卡槽。 参见导航 (页
码 209)。

E176638

SD卡槽置于中央控制台或仪表盘检查门后。
按触摸屏左下角从设备选取并播放音乐。

E142620

SD标识为SD-3C，LLC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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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端口

E176639

USB端口位于两个位置。一个位于中控台内。

E176344

另一个位于仪表板的小盖板后方。

使用此功能，可插入媒体播放设备、记忆棒、
闪存盘或指状储存器以及充电设备（如支持该
功能）。

从设备播放音乐
注意:此系统最多可索引30,000首歌曲。

E142611

插上设备，经系统识别后，选择“SD
Card（SD卡）”或 “USB”标签。
然后可从下列选项中选择：

打开重复播放
此功能重复播放当前歌曲或专辑。

打开随机播放
触摸此按钮按随机顺序播放所选专辑或文件夹
上的音乐。

播放类似的音乐
此功能使您可选择与当前播放类似的音乐。

更多信息
触摸此按钮以查看光盘信息，例如当前歌曲、
艺术家姓名、专辑和流派。

选项
触摸此按钮以查看并调整不同的媒体设置。
声音设置（SoundSettings）使您可将设置
调整为：
• 低音
• 中音
• 高音
• 左右平衡和前后平衡
• DSP（数字信号处理）
• 占有模式
• 车速补偿音量。
注意:您的汽车可能未包括所有这些声音设置。
媒体播放器设置（MediaPlayerSettings）
使您可选择更多媒体播放器下的设置。参见数
字音频广播设置 (页码 183)。
设备信息显示当前连接媒体设备的软件和固件
信息。
更新媒体索引（UpdateMediaIndex）可在
您首次插入设备和每次内容变化（例如添加或
删除曲目）时对设备进行检索，以确保具有用
于设备所有媒体的最新语音指令。

搜索
此功能使您可查看设备内容。也使您可通过类
别（例如流派、艺术家或专辑）进行搜索。
如果您想要查看歌曲信息，如标题、艺术家、
文件、文件夹、专辑和流派，触摸屏幕上的专
辑艺术。
也可触摸“正在播放什么（What’sPlaying）”
来让系统播报当前乐队和歌曲。这在使用语音
命令时可能有用，以保证系统遵照用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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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卡和USB语音指令

E142599

如果正在收听USB或SD卡，按方向
盘控制器上的语音按钮。接到提示
后说出下列任一命令。

如果没有收听USB设备或SD卡，按语音按钮，
听到响声后说“USB”或“SD卡”，然后说出下列
指令。

“USB”或“SD卡”

“搜索”*

“后一首”

“暂停”

“播放”

“播放专辑<名称>”

“播放全部”

“播放艺术家<姓名>”

“播放有声读物<名称>”

“播放作词家<姓名>”

“播放作曲家<姓名>”

“播放文件夹<名称>”

“播放流派<名称>”

“播放电影<名称>”2

"播放音乐视频<名称>"**

“播放播放列表<名称>”

“播放播客系列<名称>”

“播放播客系列集数<名称>”

“播放类似的音乐”

“播放一首<名称>”

"播放电视频道<名称>"**

“USB”或“SD卡”

"播放电视剧<名称>"2

"播放视频<名称>"2

"播放播客视频<名称>"**

"播放播客电视剧<名称>"2

"播放视频播放列表<名称>"2

“前一首”

“重复播放全部”

“关闭重复播放”

“单曲重放”

“打开随机播放”

“打开专辑随机播放”

“关闭随机播放”

“正在播什么歌？”

“帮助”
1如果说出希望搜索USB或SD卡，则系统将提
示用户详细说明希望浏览的内容。收到提示
后，查看下列“搜索”图表。
2这些命令只在USB模式下可用，并且视设备而
定。

“搜索”

“专辑<名称>”

“全部专辑”

“全部艺术家”

“全部有声读物”

“全部作词家”

“全部作曲家”

“全部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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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

“全部流派”

“全部电影”*

“全部音乐视频”*

“全部播放列表”

“全部播客”

“全部歌曲”

"全部电视频道"*

"全部视频播放列表"*

"全部视频播客"*

"全部视频"*

“艺术家<姓名>”

“有声读物<名称>”

“作词家<姓名>”

“作曲家<姓名>”

“文件夹<名称>”

“流派<名称>”

“播放列表<名称>”

“播客<名称>”

“电视频道<名称>”*

"视频<名称>"*

"视频播放列表<名称>"*

"视频播客<name>"*

“帮助”
*该指令仅在USB模式下可用，并视设备功能而
定。

可支持的媒体播放器、格式和元数据信息
SYNC能够兼容几乎所有数字媒体播放器，包
括可支持的音频格式，包括MP3、WMA、
WAV和AAC。
还可通过元数据标签从播放设备中整理编入索
引的媒体。元数据标签为嵌于媒体文件中的描
述性软件标识符，可提供文件信息。
如果编入索引的媒体文件中不包括嵌入这些元
数据标签的信息，那么SYNC可能将空元数据
标签识别为“未知（Unknown）”。

蓝牙音频
该系统允许连入的蓝牙手机上的音频通过车辆
扬声器播放。

E142611

要进入，按触摸屏左下角，然后选择
“BTStereo（蓝牙立体声）标签。

蓝牙音频语音命令

E142599

如果正在收听蓝牙音频设备，按方向
盘控制器上的语音按钮。进行提示
时，说“后一首”、“暂停”、或“前一

首”。
如果您正在收听蓝牙音频设备，按语音按钮，
听到响声后说“后一首”、“暂停”、“播放”或“前
一首”。

线路输入
警告

驾驶车辆时分心，可能导致车辆失控、
碰撞并造成人员伤害。在使用任何会分
散您对道路交通注意力的设备时，我们

强烈建议您一定要加倍小心。安全驾驶车辆是
您的首要职责。我们建议您在驾驶时不要使用
任何手持式设备，而应尽可能使用语音控制系
统。请确保您了解当地适用的法律对于驾驶时
使用电子设备的规定。

为了您的安全，汽车行驶时请勿连接您
的便捷式音乐播放器或调整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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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车辆行驶时，请将便捷式音乐播放器存
放在安全的位置，如中央控制台或杂物
箱。坚硬的物体在发生碰撞或急刹车的

时候可能会猛然飞出从而伤害到您的身体，增
加受伤的程度。音频扩展线的长度必须能确保
便捷式音乐播放器在车辆行驶时能被安全存放。

E176636

辅助输入插孔能够连接您的便捷式音乐播放器，
并通过扬声器播放音乐。插孔位于中控台内。

按触摸屏的左下角，然后选择线路输入。
使用辅助输入插孔功能前，确保便携式音乐播
放器可以和头戴式耳机配套使用且电量充满。
您还需要一根在两端带有3.5毫米插头的音频延
长线。
1. 关闭发动机，收音机和便携式音乐播放器

设置驻车制动并将变速器置于位置 P。

2. 将音频延长线的一端接在播放器的头戴式
耳机输出上，另一端连接至中控台插孔适
配器内。

3. 按触摸屏左下角。选择一个FM电台或CD
（如果系统已载入一张CD）。

4. 将音量调节到合适大小。
5. 打开便捷式音乐播放器，将音量调节至最

大音量的一半。
6. 按触摸屏左下角。选择线路输入标签。

（就算便携式音乐播放器的音频音量低，
也应注意听。）

7. 来回拨动控制键，调节便携式媒体播放器
的声音，直至到达FM电台或CD的音量水
平。

故障排除
• 不要将音频输入插口与线路电平输出相连。

辅助输入插孔仅能与带有耳机输出和音量
控制键的设备一起工作。

• 不要为了配合CD或FM广播的音量而将便
携式媒体播放器的音量调得过高，因为这
会引起失真并损坏音质。

• 如果音乐在更低的收听水平时失真，可调
低便携式音乐播放器的音量。如果仍存在
问题，将便携式媒体播放器中的电池更换
或充电。

• 便携式媒体播放器和头戴式耳机一同使用
时，也依照上述方法，因为辅助输入插孔
不能控制（如播放或暂停）外接便携式媒
体播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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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A

B

C

D

E

F

E161968

电话A
快速拨号B
电话簿C
记录D
短信E
设置F

免提呼叫是SYNC的主要功能之一。您的电话
一旦完成匹配，您将可通过触屏或语音命令获
得许多选项。虽然系统支持各种功能，但许多
功能要依托您自己的手机才能实现。
最低程度下，大多数具备蓝牙无线技术的手机
支持以下功能：
• 接听来电。
• 结束通话。
• 不使用免提模式。
• 拨号。
• 重拨。
• 呼叫等待通知。
• 来电显示。

其他功能，例如利用蓝牙发送短信息、电话簿
自动下载也是取决于手机才能实现。要检查您
手机的兼容性，请参见手机使用手册，并访问
www.fordsync.com。

为您的手机首次匹配
警告

驾驶车辆时分心，可能导致车辆失控、
碰撞并造成人员伤害。在使用任何会分
散您对道路交通注意力的设备时，我们

强烈建议您一定要加倍小心。安全驾驶车辆是
您的首要职责。我们建议您在驾驶时不要使用
任何手持式设备，而应尽可能使用语音控制系
统。在使用电子设备时，请确保您已经了解当
地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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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SYNC的电话功能，第一件需要做的事
就是为您的蓝牙手机接入SYNC。这样您就可
以使用手机的免提模式。
注意:将变速器置于驻车档(P)。打开车辆点火
开关和收音机。
1. 轻按触摸屏左上角的“添加手机（Add

Phone）”。 “搜索SYNC（Find
SYNC）”显示在屏幕上，指导您从设备上
开始匹配程序。

2. 确保蓝牙处于开启位置，手机的模式设置
正确。必要时请查看手机使用说明。

注意:选择SYNC，设备上会显示一个6位PIN
码。
3. 如果设备上提示输入PIN码，则其不支持安

全简易匹配。要进行匹配，输入显示在触
摸屏上的PIN码。跳过下一步骤。

4. 在手机显示屏上进行提示时，确认SYNC
提供的PIN码与显示在手机上的PIN码相匹
配。

5. 当匹配成功时，显示屏会有提示。
SYNC可能会提示您更多的电话选项。>有关
手机兼容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手机使用手册
及访问网站。

后续手机配对
注意:将变速器置于驻车档(P)。打开车辆点火
开关和收音机。
1. 按下触摸屏角上的“手机（Phone）”>“设

置（Settings）” > “蓝牙设备（BT
Devices）” > “添加设备（Add
Device）”.

2. 确保蓝牙处于开启位置，手机的模式设置
正确。必要时请查看手机使用说明。

注意:选择SYNC，设备上会显示一个6位PIN
码。
3. 如果设备上提示输入PIN码，则其不支持安

全简易匹配。要进行匹配，输入显示在触
摸屏上的PIN码。跳过下一步骤。

4. 在手机显示屏上进行提示时，确认SYNC
提供的PIN码与显示在手机上的PIN码相匹
配。

5. 当匹配成功时，显示屏会有提示。

SYNC可能会提示您更多的电话选项。>有关
手机兼容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手机使用手册
及访问网站。

拨打电话

E142599

按下方向盘控制装器上的语音按钮。
遇到提示时，请说“呼叫<（对方名
字）>”或请说“拨号”，然后拨打所

需号码。

E165966

要结束通话或退出电话模式，长按电
话按钮。

接听来电
有来电的时候您会听见响声提示。如有任何呼
叫信息，会出现在显示屏上。

E165966

按下触摸屏上的“应答（Accept）”
按键或按下方向盘控制器上的电话按
钮，接听来电。

按下触摸屏上的“拒绝（Reject）”或长按方向
盘控制器上的电话按钮，拒绝来电。

不进行任何操作，忽略来电。SYNC将记录为
未接电话。

电话菜单选项
按下触摸屏的左上角，从下列选项中选择：

电话
触摸此按钮进入屏幕上的数字键盘，从而输入
号码进行呼叫。主动呼叫期间，您可以选择：
• 打开电话静音。
• 通话保持。
• 关闭免提功能。
• 加入两个会议通话。
• 结束呼叫。

快速拨号
从电话簿或记录菜单设置常用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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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簿
触摸此按钮进入和呼叫您先前下载的电话簿中
的任一联系人。系统将联系人目录按字母表分
类，排列在屏幕上方。
开启联系人图片设置（如您的设备支持该功
能），按下 “电话（Phone）” > “设置
（Settings）” > “管理电话簿（Manage
Phonebook）” > “从电话簿下载图片
（DownloadphotosfromPhonebook）”
> “开启（On）”.

记录
将蓝牙功能电话连接至SYNC后，您可进入任
何已拨电话、已接电话或未接电话。也可选择
将这些记录存储至常用拨号或快速拨号。
注意:该功能取决于手机。如您的手机不支持
利用蓝牙下载通话记录功能，SYNC会记录通
过该系统拨打的通话。

短信
用触摸屏发送短信息。参见此章节后面的“短
信息”。

设置
触摸此按钮进入多个电话设置，例如打开和关
闭蓝牙、管理电话簿等。参见此章节后面的“电
话设置”。

短信息
注意:使用蓝牙下载和发送短信息取决于您电话
的功能。
注意:短信息的某些功能取决于车速，汽车行驶
速度超过5m/h(3mph)时，这些功能不可用。
注意: SYNC不能从您的手机上下载已阅短信
息。
您能够通过蓝牙发送和接收短信息，语音阅读
短信息并转化成首字母大写，如LOL。
1. 触摸显示屏左上角，进入“电话

（Phone）”菜单。
2. 选择 “短信息（Messaging）”。
3. 在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 听（扬声器图标）。
• 拨号。
• 发送短信息。
• 查看。
• 删除。

编写短信息
注意:此功能取决于车速。汽车行驶速度超过
5m/h(3mph)时，此功能不可用。
注意:使用蓝牙下载和发送短信息取决于您电话
的功能。
1. 触摸显示屏左上角，进入“电话

（Phone）”菜单。
2. 触摸“短信息（Messaging）” > “发送短

信息（Send Text）”.
3. 输入电话号码或从电话簿上选择号码。
4. 可以在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 “发送（Send）”，发送短信息。
• “编辑短信息（EditText）”，使您可自定

义预设短信息或创建您自己的短信息。
您可预览短信息，检验接收者以及更新短信息
列表。

短信息选项

我稍后再给你打过去

我刚出来，一会儿就到

你能给我打个电话吗？

我已经在路上了

我要晚几分钟

我出来比计划早了，会早到

我在外面

等我到了，会给你打电话

OK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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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息选项

谢谢

堵车了

回头再打给我

哈哈

接收短信息
注意:如果您选择“查看（View）”和车速大于
5 km/h (3mph)，系统会向您播报信息而不
会允许您在行驶时查看信息。
新短信息到达时，会出现声音提示，屏幕会弹
出来电者姓名和ID，如您的手机支持该功能。
您可以按下：
• “查看（View）”以查看短信息。
• “听（Listen）”，让SYNC为您读出该条

短信息。
• “拨号（Dial）”拨打该来电者号码。
• “忽略（Ignore）”以退出屏幕。

电话设置
按下“电话（Phone）” > “设置
（Settings）”.

蓝牙设备
触摸此标签以连接、断开、添加或删除设备，
以及将其存储为常用。

蓝牙
触摸此标签以关闭或打开蓝牙。

拒绝接听来电
如果您想要所有呼叫直接进入语音信箱，不要
在车内响起，则触摸此标签。该功能开启后，
短信息通知功能同时也被屏蔽，在驾驶室内不
会响起。

紧急救援
打开或关闭紧急救援功能。 参见信息 (页码
203)。

电话铃声
选择在您接到电话时想要听的铃声。从可用的
系统铃声中选择，您当前配对的电话铃声、哔
声、文字转语音或静音通知。

短信提示
选择短信息通知，如果您的电话支持此功能。
从可用的系统警告音中选择，文字转语音或静
音。

网络数据连接
如果您的电话兼容，则使用此屏幕调节网络数
据连接。选择用个人区域网络创建连接配置文
件或关闭连接。您也可选择调整设置或让系统
在漫游或询问是否连接时总是连接、从不连接。
按下“？”以了解更多信息。

管理电话簿
触摸该按钮可访问众多功能，例如自动下载电
话薄、重新下载电话薄、从手机添加联系人以
及删除或上传电话薄。

漫游提醒
触摸此按钮以使系统在您的电话处于漫游模式
时进行警报。

电话语音指令

E142599

按下方向盘控制装置上的语音按钮。
经提示，说出下列指令中任一指令：

“电话”

“呼叫”

“呼叫<（对方名字）>”

“呼叫<（对方名字）>家”

“呼叫<（对方名字）>公司”

“呼叫<（对方名字）>手机”

“呼叫<（对方名字）>其他地方”

“呼叫语音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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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拨号”

“关闭拒绝接听来电”

“打开拒绝接听来电”

“转发短信息”

“打开免提”1

“恢复通话”1

“通话保持”1

“加入会议通话”1

“听短信息<#>”

“听短信息”

“短信息”2

“打开电话静音”1

“连接蓝牙”

“关闭免提”1

“读取短信息”

“回复短信息”

“关闭电话铃声”

“打开电话铃声”

“取消静音”*

“帮助”
* 此指令仅在主动呼叫期间可用。
**如您说出“短信息”，查看下面的“短信息”图表
了解其他的指令。

“短信息”

“呼叫”

“转发短信息”

“听短信息<#>”

“听短信息”

“回复短信息”

“帮助”

信息
在信息菜单项下，您可以选用下列功能，例如：
• 提示
• 日历
如您的汽车配备有导航装置，则按下
“Information（信息）”按钮选用上述功能。
如您的汽车未配备导航装置，则按下位于触摸
屏一角的绿色标签。

提示

E142608

如您的汽车配备有导航装置，则按
下“信息（i）”按钮以选用上述功能。
如您的汽车未配备导航装置，则按

下位于触摸屏一角的绿色标签。

按下“提示（Alerts）”，然后从以下服务中进
行选择：
• “查看（View）”完整消息
• “删除(Delete)”消息
• “删除全部（Delete All）”消息
该屏幕显示所有系统消息（例如SD卡故障）。
注意:系统将信息图标变为黄色，提醒您有消
息。读取或删除信息后，图标变为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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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

E142608

如您的汽车配备有导航装置，则按
下“信息（i）”按钮以选用上述功能。
如您的汽车未配备导航装置，则按

下位于触摸屏一角的绿色标签。

按下 “日历（Calendar）”。您可查看当前日
历的日期、星期或月份。

紧急救援（如配备）
警告

要运行此功能，手机必须能够使用蓝牙
而且要与该系统兼容。
确保您的手机一直放在车内安全的位置。
如果手机放置的位置不妥当，可能会导
致人员伤害或者手机损坏，致使紧急救

援功能无法正常工作。
只有紧急救援功能设置为开启的情况下，
当有碰撞事故发生时车辆才能启动紧急
救援。否则车辆将不会启动紧急救援，

可能会耽误救援时间，增加造成严重的伤害或
者导致死亡的潜在风险。如果事故发生的时候
您可以自己主动呼叫求助，建议您不要等待车
辆启动该功能。立即拨打紧急服务电话以避免
延迟响应时间。如果在事故发生5秒钟内您听
不到车辆启动紧急救援，那么可能车辆的紧急
救援系统或者您的手机已经损坏或者无法正常
工作。

注意:在您使用这项功能之前，请先阅读本章节
内关于福特SYNC紧急救援功能的重要信息和
紧急救援隐私保护提示。
注意:当您开启或者关闭紧急救援功能的时候，
此项设置对所有匹配过的手机都有效。关闭紧
急救援功能并连接先前已配对手机，点火开关
接通时会播放语音信息，显示讯息或显示图标
或都显示。
注意:每个手机的操作都会有差别。大多数手
机都可使用紧急救援功能，也有一些手机使用
此功能会有困难。
注意:关于安全气囊的信息，参见乘员保护系
统 (页码 23)。

当发生碰撞事故而导致安全气囊打开或者燃油
切断开关启动的时候，车辆可能会通过一部已
匹配并处于连接状态下的手机联系紧急救援服
务（包括联系紧急救援呼叫中心）。呼叫中心
接线员将联系相关警察局并建立三方（即您、
呼叫中心及警察局）联系，最后，当地警察局
会协调援助。
注意:在紧急情况下，作为紧急辅助手段，紧急
救援功能可以协助您联系具体的公共安全救援
部门。紧急辅助并不自行实施救援行动。具体
救援行动由当地公安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部
署。
有关该系统和紧急救援功能的详细信息，请访
问您所在地区的福特网站。

开启紧急救援功能

E142608

如果您的汽车未装配导航，请按触
摸屏一角的绿色“电话”标签，然后选
择设置 >紧急救援。

如您的汽车配备有导航装置，则按下“信息（i）”
按钮以选用上述功能。

触按“应用（Apps）” > “紧急救援
（EmergencyAssistance）”，然后选择“开
启（On）”。

E142607

也可通过以下步骤开启“紧急救援”：

• 按下“设置（Settings）”图标> “设置
（Settings）” > “电话（Phone）” >
“紧急救援（Emergency
Assistance）”，或

• 按下“设置（Settings）”图标> “帮助
（Help）” > “紧急救援（Emergency
Assistance）”.

显示屏选项
如果开启此功能，则显示屏上会出现一条确认
消息。
如果关闭此功能，显示屏上出现一个对话框，
可以设置语音提示。
连接手机并启动车辆时，如果“Off”设置了语音
提示，将会出现显示提示和语音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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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手机时，如果“Off”未设置语音提示，连接
手机时只有显示提示，但没有语音提示。

为了确保紧急救援功能正常运行
• 发生碰撞时，激活和使用该功能时，系统

必须有电源且工作正常。
• 发生事故前紧急援助功能必须设定为“开启

（ON）”。
• 必须有手机连接该系统。
• 您的手机必须有一个有效注册的SIM卡，且

有足够话费以保持紧急救援正常通话。
• 发生事故时，和SYNC系统处于连接状态

下的手机可以进行呼叫并可以保持通话。
• 处于连接状态下的手机需要有足够的网络

信号覆盖，电量和信号强度。
• 您的车辆必须有足够的电池电量，而且车

辆所在的区域支持紧急救援联系到紧急服
务中心。详细信息请参阅地区福特网站。

碰撞事故中的注意事项
注意:并不是所有的碰撞都展开安全气囊或关闭
燃油泵（可激活紧急救援功能）。不过，如果
碰撞事故触发紧急救援功能，系统就会尝试联
系紧急服务中心。如果和系统连接的手机损坏
或者和连接断开，系统会搜索所有匹配过的手
机并尝试建立一个新的连接，然后尝试呼叫紧
急电话。
紧急救援呼叫前：
• 系统提供一个时间窗口（大约10秒钟），

以取消呼叫。如果未取消呼叫，系统将尝
试拨打紧急服务中心电话。

• 系统显示一条信息告知您呼叫时间。通过
选择显示屏上的相关图标或按下手机上的
挂断按钮，可以取消呼叫。

• 如果未取消呼叫且呼叫被应答，紧急事件
接线员首先会收到引导信息，然后车主和
接线员进行免提对话。

紧急救援呼叫中：

• 紧急救援会提示紧急救援接线员有碰撞事
故发生，并且发送可能包括车辆GPS坐标
的引导信息给接线员。

• 引导信息完成发送后，语音线路将会被打
开，您可以和紧急救援接线员进行免提通
话。免提通话开始时，系统会说“线路打开
（line open)”或类似话语。

• 通话开始的时候，请准备好提供您的姓名、
电话号码和位置信息以便协助紧急救援服
务。

注意:如果没有在上述时间内取消呼叫，系统将
会自动呼叫紧急救援服务。
注意:当引导信息被提供给福特紧急救援接线员
的时候，你会听到以下信息或者类似的信息：
“正在发送重要信息给紧急救援人员，请稍候
（Please stand by while important
information is being delivered to the
emergency operator）”。
注意:紧急救援接线员也可能从您的手机网络获
取信息，比如您的电话号码以及手机网络运营
商的姓名。
紧急救援在下面情况下可能无法工作：
• 碰撞损坏手机或紧急救援硬件。
• 车辆蓄电池或系统电量不足。
• 碰撞过程中手机被撞出车辆。
• 您的手机没有配备有效的SIM卡或者话费不

足。
• 处于连接状态下的手机无法正常的拨打和

保持通话，没有足够的网络信号覆盖，电
量和信号强度实现呼叫和通话保持。

• 您更改过和紧急救援功能相关的硬件或者
软件，比如SYNC系统，车辆约束系统，
GPS，车身消息网关等。

• 您所在的区域不能进行紧急救援呼叫。详
细信息请参阅地区福特网站。

关于紧急救援功能的重要信息
紧急救援功能在部分地区或市场可能不可以呼
叫紧急救援服务。最新详细信息请参考当地福
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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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紧急救援功能设置为关闭，那么将不
会尝试呼叫紧急救援服务。

• 如果紧急救援功能设置为开启，根据当时
车辆所处区域，紧急救援功能可能会联系
呼叫中心或者当地的救援机构，比如公安、
消防或者救护车。

• 请注意所有的救援服务机构（比如呼叫中
心，公安，消防或救护车）是独立的机构，
我们不能保证这些机构都可以及时地做出
响应。我们亦不会对这些救援服务机构的
行动和不行动负责。救援过程中产生的相
关费用（除了呼叫中心的部分）都应该由
您或者相关的车辆使用人员负责。

• 紧急救援呼叫中心可能会记录和监控您和
其他救援组织或机构的通话。请注意在您
和其他救援机构通话的时候呼叫中心接线
员可能仍然在线，以协助完成后续服务。

• 您将会对您的车辆的使用或者紧急救援的
使用负有全部责任，即使您声明急救援服
务使用没有得到您的授权。我们或紧急救
援呼叫中心接线员都没有义务去确认车辆
的使用或手机连接至该系统，是否得到了
您的授权。

• 紧急救援功能涉及了可能需要不定期更新
的软件。我们会将软件更新信息发布在我
们的网站：www.fordsync.com所以请
定期访问网站。经销商也将可能根据您购
车时提供的联系信息通知您进行软件更新。
大多数情况下，您要将车辆送至福特正规
经销商处进行软件更新。

•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我们终止紧急救援功
能，我们会尝试提前告知您。

• 在下面情况下我们可能暂停紧急救援功能，
而不会提前告知您：
• 相关系统在进行定期或紧急维护。
• 由于火灾、停电、自然灾害（比如地

震、火山喷发和洪水）、战争、暴乱、
政治动荡和劳动纠纷等无法提供紧急救
援服务。

• 通信服务被停止。
• 车载设备或者信息交流终端遇到通信障

碍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不能使用。
• 由于车辆或其它环境因素而无法提供车

辆所在的位置。
• 我们认为因其他运行或技术方面的因

素，需要暂停紧急救援功能。
• 您不能将紧急救援功能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或者任何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或者扰乱社
会治安的行为。

如果您不接受以上条款，请不要开启此功能。

紧急援助功能隐私保护提示
当您开启紧急救援功能之后，您的车辆遭遇到
碰撞事故并且安全气囊已被打开或燃油切断开
关被启动的信息将会被传递给紧急救援机构。
此功能可向紧急接线员发送车辆位置信息或其
他车辆或车辆碰撞相关信息，以提供最适合的
紧急服务。
如果您不想泄漏此信息，请不要开启此功能。

气候
按触摸屏右下角访问空调控制功能。根据车辆
生产线和选装包的不同，空调显示屏可能与此
处的显示不同。
注意:温度单位可以在华氏温度和摄氏温度之间
转换。 参见数字音频广播设置 (页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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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76637

电源：触摸按钮可开启和关闭系统。关闭空调控制系统可以防止车外空气进入车内。A
乘客设置：B
触摸+或–按钮可增加或降低车辆乘客侧的温度。
触摸加热式座椅图标可开启和关闭座椅加热功能（如有配备）。
触摸空调座椅图标可以开启和关闭座椅通风功能（如有配备）。
触摸“双区（DUAL）”按钮可单独关闭和开启乘客侧温度控制。关闭“双区（DUAL）”
时,乘客侧温度会与驾驶员侧温度一致。
注意：乘客侧温度和“双区（DUAL）”指示灯会在乘客调节其温度控制时自动开启。
风扇速度：触摸 +或-以增加或降低在车内循环的空气量。C
注意：在系统自动控制风速时，所有风速指示灯关闭。
车内空气循环：触摸此按钮在车外空气和车内空气循环之间切换。选择车内空气循环
时，当前空气在乘客厢内循环。这将减少车内制冷需要的时间（使用 “制冷（A/C）”
时），并减少进入车内的异味。

D

注意：车内空气循环会在所有气流模式下自动关闭（或不能开启），但“最大制冷（MAX
A/C）”模式除外，以降低起雾的可能性。在炎热的天气下，车内空气循环同样会在“面
板（Panel）”或“面板和地面（Panel and Floor）”气流模式下自动开启和关闭，以
提高制冷效率。
MAXA/C：触摸此按钮可获得最大制冷。循环空气从仪表板通风口中流出，空调自动
开启，风扇自动调节到最高速度。

E

A/C:触摸此按钮可以打开或关闭空调压缩机。在空气内循环时使用空调可以提高制冷
性能和效率。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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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开启Max除霜），即使使用A/C按钮关闭了空调，空调压缩
机也许会继续运行。
AUTO:触摸此按钮可开启自动运行。使用温度控制按钮，选择所需温度。系统会调整
风扇转速、空气分配、空调操作并选择使用空气外循环或内循环模式来加热或制冷车
辆，以保持所需温度。您同样可以使用“自动（AUTO）”按钮关闭双区运行（按住按
钮两秒以上）。

G

加热式后车窗：开启和关闭加热式后车窗。 参见加热车窗和后视镜 (页码81)。H
MAX除霜：触摸此按钮可获得最大除霜效果。外部空气流经挡风玻璃通风口，风扇自
动调整到最高的速度，温度旋钮回到全热位置处。您可以使用此设置为挡风玻璃除霜或
清除薄冰。MAX除霜功能开启时，加热式后窗功能也将自动打开。

I

注意:MAX除霜开启时，不要选择车内空气循环以防止起雾。
空气分配控制：触摸这些按钮可开启或关闭来自挡风玻璃、仪表板或脚部通风口的气
流。系统能通过这些通风口的任意组合分配空气。

J

驾驶员设置：K
触摸 + or –按钮以可以升高或降低车辆驾驶员侧的温度。
触摸加热式座椅图标可关闭和开启座椅加热功能（如有配备）。
触摸空调座椅图标可以关闭和开启座椅通风功能（如有配备）。
触摸MyTemp按钮选择预设置的温度设定点。触摸并按住MyTemp按钮以保存新预
设置的温度设定点。

空调语音指令

E142599

按下方向盘控制装置上的语音按钮。
经提示，说出下列指令中任一指令：

空调指令

“打开空调自动模式”

“关闭空调”

“打开空调”

“空调调至摄氏<15.5-29.5>度"

“空调调至华氏<60-85>度"

“空调调至我需要的温度”

“帮助”

要进入附加的空调指令，必须先说“空调”。系
统准备接收语音时，可以说出下列任一命令：

“空调”

“关闭空调冷气”

“打开空调冷气”

“打开自动模式”

“空调调整到我需要的温度”

“关闭前挡风玻璃除霜”

“打开前挡风玻璃除霜”

“关闭副驾温度”

“减小风扇速度”

“增大风扇速度”

“打开脚部出风口”

“关闭空调最强”

“空调调到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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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

“关闭空调”

“打开空调”

“打开出风口和脚部出风口”

“打开出风口”

“关闭内循环”

“打开内循环”

“温度设定”*

“空调调整到摄氏<15.5-29.5>度”

“空调调整到华氏<60-85>度”

“降低温度”

“打开最高温度”

“提高温度”

“打开最低温度”

“打开前挡风玻璃和脚步出风口”

“帮助”
*说出“温度设定”后，可接着说出下列图表中的
任一命令。

“温度设定”

“摄氏<15.5-29.5>度”

“华氏<60-85>度”

“最高温度”

“最低温度”

“帮助”

导航
注意:将导航SD卡插入SD卡槽后，才可使用导
航系统。如果需要更换SD卡，请联系授权的
经销商。

注意: SD卡槽为弹出式设计。按下SD卡然后
松开，即可取出。请勿强制将卡拉出，否则会
引起损坏。
导航系统有两个主要功能：目的地模式和地图
模式。
如要设置目的地，则按下触摸屏的绿角，然后
在显示“目的地（Dest）”按钮后，按下此按
钮。请参见本章后部分的“设置目的地”。
如要查看卫星导航地图和车辆的当前位置，则
按触摸屏右上角的绿条，或按下“目的地
（Dest）”，然后按下“地图（Map）”。请参
见本章后部分的 “地图模式”。

设置一个目的地
按下触摸屏的绿角，然后在显示“Dest（目的
地）”按钮后，按下此按钮。选择下列任意项：

目的地

我家

收藏夹

历史目的地

兴趣点

紧急情况

街道地址

交叉路口

市中心

地图

1. 将必要信息输入突出显示的文本框（顺序
不限）。输入地址目的地时，输入所有必
要信息后显示“Go!”按钮。按下“Go!”按
钮，使地址位置显示在地图上。如果选择
“历史目的地（Previous
Destination）”，则显示最近您选择的20
个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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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设置为目的地（Set as Dest）”将
此作为目的地。还可将其设置为途经点（让
系统路线在前往当前目的地时途径此点）
或将其存入收藏夹。此系统考虑在其路径
计算中任何 “避开区域（AvoidAreas）”
选择。

3. 从三种不同的路径中进行选择，然后选择
“开始路径（Start Route）”。

• 最快：使用能够最快到达的道路。
• 最短：使用可用的最短距离。
• 经济路径：使用最省油路径。
可以取消路线或让系统做路线演示。选择“路
径偏好（Route Prefs）”设置路径偏好，例
如避开高速公路、收费公路、渡口和汽车载运
列车，以及使用或不使用高乘载车辆专用车道。
（高乘载车辆专用车道也被称作拼车车道或钻
石型车道。这些车道适用于公交车，共乘车辆
或拼车。)
注意:如果车辆在已识别道路上且未按下“开始
导航（StartRoute）”按钮，系统默认为最快
路径选项并开始导航。
路径导航过程中，如果您想让系统重复路径导
航信息，则按下导航右上角（绿条）中的谈话
提示框图标。系统重复最后导航指导时，其更
新到下一个导航指导的距离，从其在车辆移动
时的检测开始。

兴趣点（POI）类别

主要类别

食物/饮品&用餐

旅游&交通

金融

紧急情况

社区

健康&药品

自动

购物

主要类别

娱乐&艺术

消遣&运动

政府

家政服务

子类别

餐馆

高尔夫

停车

家&花园

个人护理服务

汽车经销商

政府办公室

公共交通系统

教育

要添加列表，按下列表前的+键。
此系统还可以字母、距离或cityseekr列表顺序
排列（如果可用）。

设置导航偏好
制定路线计划时选择设置，系统将开始分析。

E142607

按下设置图标> “设置
（Settings）” > “导航
（Navigation）”.

地图选项

显示轨迹
以白点显示车辆先前行驶路径。将此功能打开
或关闭。

转弯列表顺序
让系统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显示打开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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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兴趣点提示
设置自动驻车兴趣点通知。将此功能打开或
关闭。打开驻车兴趣点通知时，当您接近目的
地时，图标显示在地图上。这在密集区可能用
处不大，且显示其他兴趣点时可能会使地图混
乱。

路径选项

首选路径
选择让系统首先显示最短、最快或最经济路径。
如果您将“始终使用偏好路径（AlwaysUse
PreferredRoute）”设置至 “是（Yes）”，
则系统使用所选路径类型仅计算一条至所需目
的地的路径。

始终使用偏好路径
跳过目的地编程中的路径选择。该系统仅根据
偏好路径设置计算一条路径。

经济优先耗时评分
选择计算经济路径的低、中或高成本。设置越
高，路径的时间分配越长。

避让
这些功能可使您选择让系统在计划路径时避开
高速路、收费公路和汽车载运列车。将此功能
打开或关闭。

使用高载客量车辆通道
让系统在计划路径时使用高载客量车辆通道（如
果可用）。

导航选项

导航提示音
让系统在已编程的路径上使用语音&声调或
仅声调。

默认省/直辖市
让系统根据已输入的信息自动填充省和市信息。
将此功能打开或关闭。

交通信息选项

避开拥堵路段
选择系统处理沿线交通问题的偏好方式。
• 自动：让系统重新制定路线避开当前路线

上的交通事故。系统不提供交通警示通知。
• 手动：让系统始终提供交通通知，就计划

路线上的交通事故发出警示。在更换路线
前，可以选择接受或忽略通知。

交通警示通知
让系统显示交通警示通知。
其他交通警示功能使您可在地图上打开特定或
所有的交通图标，例如道路施工、事件、事故
和已关闭道路。向下滚动查看所有不同类型的
警示。将此功能打开或关闭。

避让区域
选择系统指定路线时需避开的区域。
按下“添加（Add）”进行输入。做出选择后，
系统指定路线时将尽可能避开此（些）区域。
要删除一个选择，选择屏幕上列表。屏幕变为
“避开区域编辑（AvoidAreasEdit）”时，按
下屏幕右下角的“删除（Delete）”。

地图模式
按触摸屏右上角的绿条，查看地图模式。地图
模式可显示高级视图，包括2D城市地图和3D
地标（如果可用）。
2D地图可显示世界上大部分重要城市中建筑的
轮廓细节，可见的土地使用和土地要素，以及
铁路基础设施细节。这些地图还可显示城镇街
区、建筑面积和铁路等。
3D地标清晰可见，容易识别且具有特定的旅游
价值。立体地标只在立体地图模式中可见。覆
盖不同并发行的更新地图进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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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74016

反复按压屏幕左上角的箭头按钮，可改变地图
显示的皮肤。其包括三种不同的地图模式：车
头方向，指北和立体。

E142642

车头方向（二维地图）模式表示前进
方向始终在屏幕上方。此视图适用的
最高制图比例为4 km.系统为大地图
比例存储此设置，但是仅以指北模式

显示地图。如果比例低于此水平，系统恢复车
头方向模式。

E142643

指北（二维地图）模式表示北方始终
在屏幕上方。

E142644

立体地图模式可拉高地图视角。触摸
地图两次，然后手指划过地图下方带
箭头的阴影条，可调节视角、并可将
地图旋转180度。

“视图（View）”在路径导航中在全地图、接到
列表和退出视图间切换。
“菜单（Menu）”显示一个弹出框，直接进入
导航设置、查看/编辑路径、SIRIUS旅游环线、
导航静音和取消路径。

E174017

按下地图上的扬声器按钮使路径导
航静音。按钮上的灯亮起时，此功
能打开。仅在路径导航激活时，扬

声器按钮才显示在地图上。

E146188

每当您将地图滚离车辆当前位置时，
按下此图标使地图重新居中。

自动缩放
按下绿条进入地图模式，然后选择+或-缩放按
钮，屏幕上将显示缩放比例和自动按钮。按下
“自动（Auto）”时，自动缩放打开且“自动
（Auto）”显示在地图范围内屏幕的左下角。
此时地图缩放比例与车辆速度同步。车辆移动
速度越慢，地图越放大；车辆移动速度越快，
地图越放小。要关闭此功能，仅需再次按下+
或-按钮。
在立体模式中，将手指划过带箭头的阴影条以
旋转地图视图。
路径激活且显示至目的地的距离和时间时，缩
放按钮下方显示ETA框。如果按下按钮，会出
现一个弹出框显示所列目的地（和下一个途经
点，如果可用）和至目的地的英里数和时间。
也可选择显示到达目的地的估计时间或您估计
的到达时间。

地图图标

E142646

车辆标志显示车辆的当前位置。除
滚动模式外，始终位于地图显示的中
心。

E142647

滚动光标可滚动地图，图标停留在屏
幕中心位置。离光标最近的地图位置
位于屏幕正上方的窗口内。

E142648

通讯录条目默认图标表示通讯录条目
地图的位置。通过除地图外的其他方
式将此条目存入通讯录后，即显示这
一默认符号。可从可用的22个图标中

任意选择。每个图标可使用多次。

E142649

我家（Home)表示地图上当前存为住
家所在地的位置。仅可从地址簿存储
一个地址作为家的位置。不能改变此
图标。

E142650

兴趣点（POI）图标表示您选择显示
在地图上的任一兴趣点类别。您可选
择在地图上同时显示三个兴趣点类型。

E142651

开始点（Startingpoint)表示计划路
线的开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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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42652

途经点(Waypoint)表示地图上某个
途经点的位置。对于各个途经点而
言，圆圈中的数量不同，其表示路线
列表中途经点的位置。

E142653

目的地符号(Destination symbol)
表示计划路线的结束点。

E142654

下一转弯点(Nextmaneuverpoint)
表示计划路线上下一转弯处的位置。

E142655

无GPS符号（NoGPS symbol）表
示GPS卫星信号弱，无法进行准确的
地图定位。在GPS连接不良的区域
内，此图标显示在正常操作下方。

快速触摸按钮
使用地图模式时，触摸地图显示任意位置进入
下列选项：

设为目的地
触摸此按钮选择一个地图上的滚动位置作为目
的地。可将食指放在地图显示上滚动地图。到
达所需位置时，简单地松开然后触摸 “设置为
目的地（Set as Dest）”。

设为途经点
触摸此按钮将当前位置设置为下一个途经点。

保存至收藏夹
触摸此按钮将当前位置存入收藏夹。

兴趣点图标
触摸此按钮选择图标以显示在地图上。您可选
择在地图上同时显示最多三个图标。将它们打
开或关闭。

取消导航
触摸此按钮取消激活路径。

查看/编辑路径
激活路线时，查看以下功能：
• 查看路径
• 编辑目的地/下一个途经点
• 编辑路径规划
• 变更路径
• 编辑路径偏好
• 编辑交通偏好
• 取消路线

导航地图升级
可从经销商处购买年度导航地图更新版，也可
拨打客户关系中心电话800-810-0740（仅
限座机电话）获得相关帮助或说明。

导航语音命令

E142599

使用导航模式时，按方向盘控制上的
语音按钮。提示音后，说出下列任
一命令：

导航系统语音指令

“取消下一个途经点”1

“取消导航”1

"目的地"*

“目的地<语音标签>”

“目的地<兴趣点类别>”

“常用的目的地”

“目的地家”

“目的地交叉路口”

“附近的目的地<兴趣点类别>”

“目的地附近的兴趣点”

“目的地兴趣点”

“目的地兴趣点类别”

213

Mustang (), zhCHN

MyFord Touch™ (如有配备)

www.inhauto.com



导航系统语音指令

“历史目的地”

“目的地地址”

“变更路径”1

“卫星导航”3

“调小导航音量”

“增大导航音量”

“重复指令”1

“立体模式”

“车头方向”

“地图”

“指北”

“显示完整路径”1

“关闭语音导航”

“打开语音导航”

“我在哪里？”

“放大”

“缩小”

“帮助”
1激活导航路线后才可使用这些指令。
2如果说出“目的地”，则可接着说出以下“目的
地”图表中的任一指令。
3如果说出“卫星导航”，则可接着说出以下“卫星
导航”图表中的任一指令。

“目的地”

“<语音标签>”

“<兴趣点类别>”

“收藏夹”

“家”

“交叉路口”

“附近的<兴趣点类别>”

“最近的兴趣点”

“播放语音标签”

“兴趣点类别”

“历史目的地”

“街道地址”

“帮助”

“卫星导航”

"目的地"*

“缩放城市”

“缩放国家”

“缩到最小”

“放到最大”

"缩放省份"

“缩放省份”

“缩放到<距离>”

“帮助”
*说出“目的地”后，可接着说出“目的地”图表中
的任一命令。

214

Mustang (), zhCHN

MyFord Touch™ (如有配备)

www.inhauto.com



一次性目的地地址
发出“卫星导航目的地地址”或“目的地地址”的
语音命令后，系统将要求用户说出地址全称。
系统可在屏幕上显示样本。此时可自然地说出
地址，比如"某某镇一二三四主要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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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用户许可证协议
SYNC终端用户许可协议(EULA)
• 您已获得一个设备（“DEVICE”），该设备

包含来自微软公司（“MS”）的分支机构、
由福特汽车公司及其子公司（“FORD
MOTOR COMPANY”）授权的软件。那
些安装的微软出品的软件产品以及相关的
媒体、印刷品和“在线”或电子文件（“微软
软件”（“MS SOFTWARE”））受国际知
识产权法和条约的保护。微软软件（MS
SOFTWARE）为授权使用，而非贩售可
得。版权所有。

• 微软软件（MSSOFTWARE）可能会与福
特汽车公司提供的其他软件和/或系统对接
和/或通信，或者在后来更新后对接和/或
通信。福特汽车公司出品的其他软件和系
统以及相关的媒体、印刷品和“在线”或电子
文件（“福特软件”（“FORD
SOFTWARE”））受国际知识产权法和条
约的保护。福特软件（FORD
SOFTWARE）为授权使用，而非贩售可
得。版权所有。

• 微软软件（MSSOFTWARE）和/或福特
软件（FORDSOFTWARE）可能会与第
三方软件和服务供应商提供的其他软件和/
或系统对接和/或通信，或者在后来更新后
对接和/或通信。第三方出品的其他软件和
服务以及相关的媒体、印刷品和“在线”或电
子文件（“第三方软件”（“THRID PARTY
SOFTWARE”））受国际知识产权法和条
约的保护。第三方软件（THIRD PARTY
SOFTWARE）为授权使用，而非贩售可
得。版权所有。

• 下文中集体和单独出现的微软软件（MS
SOFTWARE），福特软件（FORD
SOFTWARE）和第三方软件（THIRD
PARTY SOFTWARE）通称为“软件”
（“SOFTWARE”）。

如果您不同意该终端用户许可协议
（“EULA”），请不要使用该设备或复制该软
件。任何使用该软件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在
车辆上使用，将视为您同意该终端用户许可协
议（或之前任何同意书的批准）。

软件许可授权（GRANTOFSOFTWARE
LICENSE）：该终端用户许可协议（EULA）
授予您以下许可：
• 您可使用该软件（SOFTWARE），它安

装在该设备（DEVICE）上及另有接口连接
到福特汽车公司或提供或通过其提供的或
其第三方软件和服务供应商提供的系统和/
或服务上。

其他权利和限制说明：
• 语音识别：如果该软件（SOFTWARE）

包含语音识别组件，您应当认识到语音识
别本身是一个统计过程且识别误差也是该
过程中固有的。福特汽车公司和软件供应
商不对语音识别过程中出现的误差造成的
损坏负责。

• 逆向工程、反编译和反汇编方面的限制：
您不得进行逆向工程、反编译或反汇编，
也不允许他人进行逆向工程、反编译或反
汇编软件，除非且仅限于在适用法律明确
允许的范围内。

• 分发、复制、修改、创造衍生作品上的限
制：您不得在软件的基础上分发、复制、
修改或创造衍生作品，除非且仅限于在适
用法律上明确允许的范围内。

• 单一终端用户许可协议（EULA）该设备
及相关系统和服务的终端用户文档可能包
含诸如多种译文和/或多种媒体版本的终端
用户许可协议（例如在用户文档和软件
内）。即使您收到多种版本的终端用户许
可协议，您只被授权使用1份本软件的副
本。

• 软件（SOFTWARE）转让：您可以在本
设备的出售或转让过程中永久性地转让“终
端用户许可协议”赋予您的权利，但前提是
您不保留副本，并转让所有相关软件（包
括所有组成部分、媒体和印刷材料、任何
升级版本、以及防伪证书{适用情况下}），
同时接收方同意终端用户许可协议的条款。
如果软件是升级后版本，任何转让必须包
括所有以前的软件版本。

• 终止：在不损害任何其他权利的情况下，
如果您未能遵守本终端用户许可协议的条
款及条件，福特汽车公司或微软公司可终
止本终端用户许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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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更新/数字版权管理：内容所有者在您
的设备中使用数字版权管理技术，以保护
自己的知识产权，及受版权保护的内容。
您设备上软件的某些部分用数字版权管理
软件来访问受数字版权管理保护的内容。
如果数字版权管理软件未能保护内容，则
内容所有者可以要求微软撤销该软件使用
数字版权管理播放或复制受保护内容的能
力。此操作不会影响未受保护的内容。当
您的设备下载受保护内容的许可证时，则
您同意微软可能包括有许可的撤销列表。
内容所有者可能要求您升级您的设备上的
软件以访问他们的内容。如果您拒绝升级，
您将不能够访问需要升级后才能访问的内
容。

• 同意数据的使用：您同意微软、微软公司、
福特汽车公司、第三方软件和系统供应商、
其关联公司及/或其指定代理商可以收集和
使用以任何方式收集的技术信息，作为与
该软件或相关服务有关的产品支持服务的
一部分。微软、微软公司、福特汽车公司、
第三方软件和服务供应商、其关联公司及/
或其指定代理商可将此信息纯粹用于改善
他们的产品或给您提供定制服务或技术。
微软、微软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第三方
软件和系统供应商、其关联公司及/或其指
定代理商可以向他人透露该信息，但不得
以个人身份透露。

• 基于因特网的服务组件：该软件可能包含
能促进使用某些基于互联网服务的组件。
。您承认并同意微软、微软公司、福特汽
车公司、第三方软件和服务供应商、其关
联公司及/或其指定代理商可自动检查您正
在利用的软件版本和/或组件，并可为您的
软件提供可自动下载到设备的升级或补充。

• 附加软件/服务：软件可允许福特汽车公
司、第三方软件和服务供应商、微软、微
软公司、其关联公司及/或其指定代理商在
您获得您软件（简称“补充组件”）的初始副
本后提供给您或供您使用软件更新、补充、
附加组件，或基于互联网的服务组件。

如果福特汽车公司或第三方软件及服务供应商
提供给您或供您使用补充组件，并且没有提供
其他终端用户许可协议的条款以及附加的组件，
那么终端用户许可协议的条款将适用。

如果微软、微软公司、其关联公司及/或其指定
代理商提供补充组件，并且没有提供其他终端
用户许可协议的条款，那么该终端用户许可协
议的条款应适用，除了提供附加组件的微软、
微软公司或其子公司实体是附加组件的认可证
颁发者。
福特汽车公司、微软、微软公司、其关联公司
及/或其指定代理商保留停止任何通过使用软件
提供给您或供您使用的基于互联网的服务的权
利，并不承担责任。
• 链接第三方网站：：使用微软软件时，会

为您提供链接到第三方站点的能力。。第
三方网站并不受微软、微软公司、其关联
公司/或其指定代理商的控制。无论是微软
还是微软公司或其关联公司或其指定代理
商都不予负责（i）任何第三方网站的内容、
任何包含第三方网站的链接、或对第三方
网站的任何更改或更新，或者（ii）任何第
三方网站的网络传播或传输。如果该软件
提供第三方网站的链接，则这些链接只是
为您提供方便，而且包含的任何链接并不
意味着微软、微软公司、其关联公司和/或
其指定代理对第三方网站的认可。

• 驾驶的责任义务： 您认识到您负责驾驶的
义务，并在途中提高警惕。您会阅读并遵
守设备操作说明，特别是涉及安全性的说
明，并承担任何与设备使用有关的风险。

升级和恢复媒体：如果该软件由福特汽车公司
提供，并在如ROM芯片，CDROM盘或通过
网络下载或其他手段的媒体上与设备分开，并
标有“仅用于升级”或“仅用于恢复”，您可以在
设备上安装一（1）份该软件的副本，作为现有
软件的更换副本，并依照本终端用户许可协议
使用设备，包括任何额外的终端用户许可协议
条款随附的升级软件。
知识产权：软件内的和对于软件（包括但不限
于纳入到软件中的任何图像、照片、动画、视
频、音频、音乐、文字和“小程序”）的全部所
有权和知识产权，随附的印刷材料，以及该软
件的任何副本，均为微软、微软公司、福特汽
车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或供应商所有。软件
（SOFTWARE）为授权使用，而非贩售可得。
您不得复制软件随附的印刷品。存在于或对于
可以通过使用本软件访问的内容的全部所有权
和知识产权，是各内容所有者的财产，并可能
会受适用的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法律和条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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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本终端用户许可协议（EULA）没有授
予您使用这些内容的权利。微软、微软公司、
福特汽车公司、第三方软件和服务供应商、其
关联公司和供应商保留本终端用户许可协议下
未明确授予的一切权利。任何可通过软件访问
的在线服务的使用，可能会受到这些服务的使
用条款的限制。如果这个软件包含仅以电子形
式提供的文件，则您可以打印一份此电子文件
的副本。
出口限制：您承认该软件受美国和欧盟出口的
管辖。您同意遵守所有应用于该软件的可适用
的国际和国家法律，其中包括美国出口管理条
例和美国及其他政府签发的关于终端用户、最
终用途和目的地的限制。有关其他信息，请访
问
http://www.microsoft.com/exporting/。
商标：本终端用户许可协议不授予您与商标或
福特汽车公司，微软、微软公司、第三方软件
或服务供应商、其关联公司或供应商的服务商
标有关的任何权利。
产品支持：微软、其母公司微软公司或其关联
或子公司不提供产品的软件支持。有关产品支
持，请参阅福特汽车公司提供的该设备文件说
明。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本终端用户许可协议的
问题，或者如果您因任何其他原因希望联系福
特汽车公司，请参阅该设备的文档中提供的地
址。
对某些损害赔偿的免责：除法律禁止之外，福
特汽车公司、任何第三方软件或服务供应商、
微软、微软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将不承担任何与
由该软件的使用或性能引起的或与之有联系的
间接、特殊、继起或附带的损害有关的法律责
任。这种限制将适用于即使任何补救措施没能
达成其主要目的的情况。在任何情况下，微
软、微软公司和/或其关联公司都不对任何超过
二百五十美元（美国$250.00）的金额负责。
• 除新车有限保修范围外，不提供其他保修。

Adobe
包括Adobe公司的Adobe®[Flash®Player]
或 [AIR®]技术。 [许可产品]包括奥多比公司
旗下的[Adobe® Flash® Player] [Adobe®
AIR®]软件,Copyright©1995-2009Adobe
Macromedia Software LLC. 版权所有。
Adobe、Flash和AIR为奥多比公司的商标。

终端用户须知

汽车专用Microsoft®Windows®Mobile重
要安全信息
福特Sync系统包含由微软公司根据许可协议授
权给福特汽车公司的软件。任何违反许可协议
的移除、复制、逆向工程或未经授权使用系统
中的软件都是被严格禁止的且可能会对您提出
法律诉讼。
阅读并遵照指示：在使用您的以汽车版
Windows为基础的系统前，请阅读并遵守所有
的指示和本终端用户使用手册（“用户手册”）
提供的安全信息。不按照本用户手册中提到的
预防措施会导致发生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把用户手册放在车里：当用户手册放在车里
时，您和其他不熟悉以汽车版Windows为基础
的系统的用户可随时参考。确保第一次使用系
统前，所有的用户都已获得用户手册，并仔细
阅读了其说明和安全信息。

警告
驾驶时使用系统部分功能会让您分心，
还可能导致意外或其它严重后果。驾驶
时禁止改变系统设置或输入非语音数据

（手动）。进行上述操作前请安全合法地停
车。应严格遵守上述规定，因为设置或改变部
分功能可能导致您的注意力离开路面和需将手
从方向盘上移开。

一般操作
语音命令控制:只使用语音命令便可实现汽车内
的以汽车版Windows为基础的系统功能。驾
车时使用语音命令，您可在手不从方向盘上移
开的情况下操作系统。
长时间查看屏幕:您在驾驶时不要访问任何需要
长时间查看屏幕的功能。对需要长时间关注的
系统功能，在访问之前以安全及合法的方式将
车停至路边。如果您的注意力在关键时候从驾
驶任务上离开，即使偶尔的看一眼屏幕也有可
能发生危险。
音量设置:不要过度调高音量。将音量保持在驾
驶时仍然可以听到外界的交通和紧急信号的水
平上。在驾驶途中无法听到这些声音可能导致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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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语音识别功能:语音识别软件本身就是一个
统计的过程，误差在所难免。您有责任监察系
统中的语音识别功能并解决出现的问题。
导航功能：系统中所含的任何导航功能均旨在
为您提供逐向道路导航指示，以使您抵达目的
地。请确保使用本系统的所有人员均仔细阅读
并严格遵守操作说明与安全信息。
分心危害：任何导航功能均可要求手动（非语
音）设置。在驾驶时试图进行相应设置或插入
数据会严重分散您的注意力，从而导致车祸或
其他严重后果。进行上述操作前请安全合法地
停车。
车主判断优先:导航功能仅作为辅助功能。在遵
守当地环境和现有交通法规的基础上做出驾驶
决策。任何功能均不能替代您的个人判断。>
该系统给出的路线建议不能代替任何当地的交
通法规或您的个人判断或安全驾驶规程。
道路安全性:如果不遵守路线建议，可能会造成
不安全或非法操作，您会处于不安全状况中，
或您将直接进入您认为不安全的区域。最终由
驾驶员负责安全操作汽车，因此驾驶员必须评
估根据上述建议驾驶是否安全。
潜在的地图误差:因路面、交通控制或驾驶条件
改变，系统提供的地图可能不准确。按照上述
建议路线驾驶时始终保持良好的判断和运用常
识。
紧急服务:寻找紧急服务机构时，不要依赖系统
配备的导航功能。上述地点请向当地相关机构
或紧急服务机构人员询问。该导航功能的地图
库未涵盖如警局、消防站、医院和诊所等所有
紧急服务机构。

TeleNav软件终端用户许可协议
使用Telenav软件前，请务必认真阅读上述条
款和条件。使用Telenav软件表明您已接受上
述条款和条件。如果您不接受上述条款和条
件，切勿破坏包装密封、发售，否则接受使用
Telenav软件。

上述条款和条件代表您和Telenav公司
（“Telenav”）之间关于Telenav软件（包括
升级、更改或增加）（统称为“Telenav软件）
的协议（“协议）。本文中引用的“您”和“您的”
是指您本人、您的员工、代理人和承包商以及
其他代表您接受上述条款和条件的实体，上述
人员也应受本协议的约束。另外，您向
Telenav提供的所有账户信息以及其他付款和
个人信息（直接或通过使用Telenav软件）需
遵守http://www.telenav.com网站中的隐私
权政策。
Telenav可在告知或未告知您的情况下随时修
改此协议和隐私权政策。您承诺不时浏览
http://www.telenav.com网站，复阅当前版
本协议和隐私权政策。

1. 安全合法使用
您承认在需要您全部关注的情况下，集中全部
注意力在Telenav软件上可能对您或其他人造
成人身伤害或死亡的风险。因此，您同意在使
用Telenav软件时遵守以下要求：（a）遵守所
有交通法规和安全驾驶；（b）驾驶时利用个人
判断。如果您感觉Telenav软件的路线建议指
示您进行不安全或非法操作、将您置于不安全
的状况中或引导您进入您认为不安全的区域中，
此时无需遵守该指示：（c）不要输入目的地或
操纵Telenav软件，除非车辆静止或已泊车；
（d）不要使用Telenav软件用于非法的、未
经授权的、无意识的、不安全的、危险的或非
法目的，或以任何方式与本协议不一致；（e）
以安全的方式安排使用Telenav软件所需的
GPS、无线电设备和连接线，这样不会干扰驾
驶，也不会妨碍操作安全装置（例如：安全气
囊）。
您承诺进行赔偿，使TeleNav免受因在移动车
辆中危险使用TeleNav软件或使用不当造成的
损害，包括由于您未能遵守上述指示。

2.账户信息
您同意：(a)注册TeleNav软件时，应向
TeleNav提供真实的、准确的、最新的以及完
整的个人信息，和(b)信息作出变更后，应及
时告知Telenav，从而确保信息真实、准确、
最新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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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软件许可
为了访问和使用TeleNav软件，在您遵守本协
议条款的前提下，TeleNav特此授予您个人的、
非独占性的、不可转让的许可（除非明确允许
永久转让TeleNav软件许可）使用Telenav软
件（仅以目标代码形式），但无权转授。本许
可应在本协议终止或期满时终止。您承诺仅以
个人业务或休闲目的使用TeleNav软件，不会
向其他相关方提供商业导航服务。

3.1许可限制
您承诺不会做以下任何事情：（a）不会逆向工
程、反编译、反汇编、转化、修改、更改或变
更TeleNav软件或其中任何部分；（b）事先
未经TeleNav明确的书面同意，不会试图获得
TeleNav软件源代码、音频库或结构；（c）
不会删除Telenav软件，或更改任何Telenav
或其供应商商标、商品名、标识语、专利或版
权声明，或其他声明或标记；（d）不会分发、
转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Telenav软件给他人，
除非作为永久性转让Telenav软件的一部分；
或者（e）不得以下列方式使用Telenav软件：
（i）违反知识产权或所有权、公开权或隐私
权，或其他任何一方的权力；（ii）违反法律、
法规、条例或规章，包括但不限于与兜售信息、
隐私、消费者和儿童保护、淫秽或诽谤有关的
法律和法规；或（iii）是有害的、危险的、辱
骂的、扰乱的、不正当的、粗俗的、淫秽的、
诽谤的或有异议的；和（f）事先未经Telenav
书面同意，租赁、出租或允许第三方未授权访
问Telenav软件。

4.解除条款
根据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在任何情况下，
依赖Telenav软件提供信息的Telenav、
Telenav许可方和供应商、代理人或员工均不
承担决策制定或采取行动的责任。Telenav也
不保证Telenav软件中所用地图或其他数据的
准确性。除了其他一些事项之外，这些数据可
能由于道路封闭、施工、天气、新道路和其他
条件变化并不总是反映事实。您负责因使用
Telenav软件造成的全部风险。例如但不限
于：因为地图或Telenav软件功能性不是为了
支持该类高风险应用，尤其在较偏远的地理区
域内，所以在您或其他人健康或生存依赖于导
航准确性的区域内，您承诺不依赖Telenav软
件进行关键导航。

Telenav明确否认和排除所有与Telenav软件
有关的保证，无论由交易、海关或贸易引起的、
法定的、明示的或暗示的所有保证，包括但不
限于：可销性、适当性的暗示保证和违反与
Telenav软件有关的第三方权利。某些管辖权
不允许放弃某些保证，所以该限制可能对您不
适用。

5.责任范围
虽然，Telenav已被告知该损害赔偿的可能性，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Telenav或Telenav许可
方和供应商均不承担因使用或无法使用Telenav
软件造成的间接的、附带的、必要的、特殊的
或惩罚性损害赔偿（包括但不限于无法使用设
备或访问数据造成的损失、数据丢失、业务损
失、利润损失、业务中断或类似事情）的责任。
尽管您可能会由于某些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此
处引用的所有损害赔偿、合同和侵权行为中（包
括过失）所有直接或一般损害赔偿）导致损害
赔偿，但Telenav以及Telenav的所有供应商
应完全负责限制实际支付Telenav软件的金额。
一些国家和/或司法管辖区不允许排除或限制意
外或间接损害，所以上述限制或排除可能不适
用。

6.仲裁和适用法律
您承诺所发生的或与协议或Telenav软件有关
的任何争端、索赔或争论应由中立仲裁员参与
的独立仲裁解决，并由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
县美国仲裁协会管辖。仲裁员应使用美国仲裁
协会的商业仲裁规则，并根据有管辖权法院登
记的仲裁员提供的判决进行裁定。注意仲裁程
序中没有法官或陪审团。仲裁员的决定应对双
方均具约束力。您明确同意放弃陪审团审案的
权利。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法律监管和解释此协议以及
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同时没有和法律规定相冲
突的内容。需要与约束仲裁有关的司法行为
时，Telenav和您双方均同意服从加利福尼亚
州圣克拉拉县法院专属管辖权。《联合国国际
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并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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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转让
您不得转售、转让或转移本协议或与永久性转
让Telenav软件有关的、同意遵守本协议条款
和条件的Telenav软件新用户明确决定的任何
权利或义务。本段未明确允许的任何销售、转
让或转移将导致立即终止此协议，Telenav不
承担任何责任，同时，在此情况下，您和所有
其他相关方应立即停止使用Telenav软件。尽
管有上述规定，但是，只要委托人仍然受本协
议约束，Telenav可随时将本协议转让给任何
其他方，恕不另行通知。

8.其他事宜

8,1
本协议构成双方关于本协议标的的完整协议。

8,2
除本协议明确授予的有限许可之外，Telenav
保留Telenav软件的所有权利、所有权和权益，
包括但仅限于所有相关的知识产权。除本协议
明确规定之外，Telenav未通过暗示、法规、
引诱、禁止反言或其他方式，授予或赋予您任
何许可或权利。Telenav及其供应商和许可方
特此保留所有除本协议明确授予的许可之外各
自拥有的权利。

8,3
您同意以电子方式通过使用Telenav软件来接
收Telenav所有通信，包括通知、协议、法律
要求的披露或与Telenav软件有关的其他信息
（统称“通知”）。Telenav通过两种方式提供
此类通知：粘贴在Telenav网站上或使用无线
设备下载此类通知。如果您想撤消以电子方式
接收通知的许可，您必须停止使用TeleNav软
件。

8,4
Telenav或您未按要求履行规定不应影响各方
随时要求履行，对于任何违反本协议或违约的
责任豁免不应构成随后违反或违约的责任豁免，
或规定本身的责任豁免。

8,5
如果此处条款不可强制执行，可修改此条款以
反映双方的意图，同时，此协议的剩余条款仍
然有效。

8,6
此协议中的标题仅为便于查阅，不被视为本协
议的一部分，并不涉及本协议的理解或解释。
本协议中使用的词语“包括”和“包括”将不视为
限制条款，而是紧随其后“无限制”。

9.其他供应商条款和条件
Telenav软件使用第三方供应商许可的地图和
其他数据，以符合您和其他终端用户的利益。
此协议包括适用于相关公司（包含在协议结尾
处）的终端用户条款，这样，您使用Telenav
软件也必须遵守这些条款。您同意遵守以下适
用于Telenav第三方供应商许可方的附加条款
和条件：

HERE发布的终端用户许可协议用于北美洲/亚
太地区
提供的内容只授予使用许可（“资料”），而非
出售。打开包装或安装、复制或以其他方式使
用此资料时，您同意接受此协议条款约束。如
果您不同意本协议条款，您不允许安装、复制、
使用、转售或转让此资料。如果您想拒绝本协
议条款且不想安装、复制或使用此资料，您必
须于购买之日起30天之内联系零售商或北美洲
LCC（定义见下文），进而退还购买价格。请
访问www.here.com网站联系HERE。
提供的资料仅用于个人或内部使用，不可再出
售。受版权保护，并遵守您、HERE及其许可
方（包括其许可方和供应商）同意的下列条款
（“终端用户许可协议”）和条件。为这些条款
之目的，“HERE”应指（a）HERE北美洲、与
美洲和/或亚太区资料有关的LLC和（b）欧洲、
中东和/或非洲数据的HERE欧洲B.V.。
资料包括根据第三方授予HERE的许可提供的
某些信息和相关内容，并符合适用供应商的条
款和版权声明，载于：
http://corporate.navteq.com/supplier_terms.html。
条款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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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许可限制：
您同意限制许可使用此资料，只可用于个人、
非商业目的，不得用于服务机构、分时或其他
类似目的。除非另有规定，您同意不复制、复
印、修改、反编译、反汇编或逆向工程此资料
的任何部分，也不因任何目的以任何形式转让
或分发，除强制性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外。

转让许可限制：
限制许可不允许转让或转售资料，但是在下列
情况下，您可永久性转让资料和随附材料，如
果：（a）您未保留任何资料副本；（b）接受
者同意终端用户许可协议条款；和（c）您以购
买时完全相同的形式转让资料（例如：您购买
的C-ROM或DVD），从而转让原始媒体、所
有原始保证、所有手册和其他文件。尤其是提
供给您的多片装置只可整套转让或销售，不可
作为子设备。

附加许可限制：
如果您已被HERE以单独的书面协议明确许可
这样做且不受前款限制，您的许可适合使用此
协议中规定的数据，同时您不可（a）车辆上安
装的或以其他方式连接的、与车辆通信的产品、
系统或应用程序使用此数据，该车辆能够进行
车辆导航、定位、调度、实时路线引导、车队
管理或类似应用；或（b）使用或进行通信，包
括但不限于：手机、掌上型电脑和手持式计算
机、寻呼机和个人掌上电脑或PDA。
注意:此资料由于时间推移、环境变化、使用来
源变化和收集综合地理数据的类型变化以及可
导致不正确结果的任何情况可能包含错误的或
不完全信息。

没有担保：
此资料“原版”提供给您,并且您同意自行承担风
险使用该软件。HERE及其许可方（许可方和
供应商）不作因法律或其他方式引起的任何明
示或暗示担保、声明或保证，包括但不仅限于
内容、质量、准确性、完整性、有效性、可靠
性、特殊用途的适用性、有用性、使用或者此
资料获得的结果、资料或服务器不中断或无故
障。

免责声明：
HERE及其许可方（包括许可方和供应商）不
提供特殊用途或不侵权方面的质量、性能、可
销性、适合性的任何明示的或暗示的担保一些
州、地区和国家不允许排除某些担保，所以，
上述排除范围可能不适用。

免责：
无论合同或侵权行为诉讼，或者根据担保，即
使HERE或其许可方已被告知此损害的可能性，
HERE及其许可方（包括许可方和供应商）也
不承担以下责任：不考虑声称直接或间接损失、
伤害或损害的索赔、要求或诉讼原因的性质，
可能因使用或拥有此资料引起的索赔、要求或
诉讼；或者，由于使用或无法使用此资料、数
据缺陷或违反条款或条件造成利益、收益、合
同或储蓄金损失、或者其他间接、直接、偶然
的、特殊的或间接损害。一些州、地区和国家
不允许特定责任免除或赔偿限额，所以，上述
范围可能不适用。

出口管制：
您不同意从任何地方出口任何部分数据或者任
何直销产品，除非符合所有许可和批准、适用
的出口法律、法规和规定，包括但不仅限于美
国海外资产管理办公室实施的法律、法规和规
定。美国商务部和工业安全局商务部出口法
律、法规或规定禁止符合下文义务的HERE交
付或分发资料，应予以宽恕此情况，并且不得
构成违反此协议。

整个协议：
这些条款和条件构成HERE（及其许可方，包
括许可方和供应商）和您之间有关标的的整改
协议，替代双方之间先前商定的全部和所有书
面或口头协议。

可分割性：
您和HERE同意：如果发现此协议任何部分不
合法或不能强制执行，应分割此部分，同时此
协议的剩余部分仍然生效。

可分割性：
您和HERE同意：如果发现此协议任何部分不
合法或不能强制执行，应分割此部分，同时此
协议的剩余部分仍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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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法律：
以上条款与条件适用伊利诺斯州法律（面向美
洲和/或亚太地区的资料）或荷兰法律（面向欧
洲、中东和非洲的资料），与 (i) 法律规定或
(ii)《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相冲突、
抵触的条款与条件则被视为无效，明确排除在
外。对于由资料引起或与资料相关的任何纠
纷、索赔和行动（“索赔”），您同意向 (a)伊
利诺斯州州域管辖权（若索赔与本协议项下为
您提供的面向美洲和/或亚太地区的资料相关）
以及 (b)荷兰（若索赔与本协议项下为您提供
的面向欧洲、中东和/或非洲的资料相关）提起
诉讼。

政府终端用户：
如果经由或代表美国政府诉求或申请与美国政
府通常请求权利相似权利的其他任何机构获取
数据，该数据为48C.F.R. (“FAR”) 2.101中规
定的“商业项目”，根据最终用户许可协议进行
许可，提供或另外提交的每份数据副本都应标
记或嵌入以下“使用须知”，并应按照这些须知
进行使用：
使用须知
承包商（制造商/供应商）
名称：
HERE
承包商（制造商/供应商）
地址：
425West Randolph Street，芝加哥，伊
利诺伊州60606。
此数据为FAR 2.101中规定的商业项目
并受最终用户许可协议的限制
，在此协议下提供该数据。
© 1987-2013 HERE. 版权所有。
如果签约人员、联邦政府机构或任何联邦官员
拒绝使用此处提供的符号，在数据中诉求其他
或替代权利时必须事先通知NAVTEQ。

Gracenote®版权
Gracenote公司的CD和音乐相关数据，版权©
2000-2007Gracenote。Gracenote软件，
版权©2000-2007Gracenote。本产品和服
务可能涉及下述一个或多个美国专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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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公开
的或正在申请的专利。在美国Open Globe公
司的许可证下提供的一些服务专利：
#6,304,523.
Gracenote和CDDB是Gracenote的注册商
标。Gracenote标志和标识以及"Powered
byGracenote™"标志是Gracenote的商标。

Gracenote®最终用户许可协议（EULA）
此设备包含Gracenote公司（2000 Powell
Street Emeryville，加利福尼亚94608）的
软件（“Gracenote”）。
Gracenote的软件（“Gracenote软件”）能够
使此设备识别光盘盒音乐文件并获得相关音乐
信息，包括从在线服务器（“Gracenote服务
器”）获得的名称、艺术家、曲目和标题信息，
并能够使此设备执行其他功能。您仅可作为此
设备的预期最终用户来使用Gracenote数据。
此设备可能包含属于Gracenote供应商的内
容。在此情况下，本协议阐述的所有与
Gracenote数据相关的限制同样适用于此类内
容，以及此类内容提供商授权享有本协议阐述
的对Gracenote有效的利益和保护。
您同意，您将仅个人使用Gracenote中的内容
（“Gracenote内容”）、Gracenote数据、
Gracenote软件和Gracenote服务器，不得用
于任何商业用途。您同意，不将Gracenote内
容、Gracenote软件或任何Gracenote数据
（不包括与音乐文件相关的标签）分配、复制、
转移或传播给任何第三方。您同意不使用或利
用GRACENOTE内容、GRACENOTE数据、
GRACENOTE软件或GRACENOTE服务器，
除非此处明确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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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同意，如果您违反这些限制，您使用
Gracenote内容、Gracenote数据、
Gracenote软件和Gracenote服务器的非专有
许可证将终止。如果您的许可证终止，您同意
停止使用任何以及所有Gracenote内容、
Gracenote数据、Gracenote软件和
Gracenote服务器。Gracenote单方保留
Gracenote数据、Gracenote软件、
Gracenote服务器和Gracenote内容的所有权
利，包括一切所有权。在任何情况下，对于您
提供的任何信息，包括任何受版权保护的材料
或音乐文件信息，Gracenote都不负责支付任
何费用。您同意Gracenote在与您签订的协议
下可直接以各公司自己的名称共同或单独强制
实施其各自权利。
为了进行统计，Gracenote采用唯一识别符来
记录查询次数。随机分配的数字识别符仅仅是
用于Gracenote的查询统计，而不会了解您的
任何信息。有关Gracenote隐私权政策的更多
信息，请见网站www.gracenote.com。
GRACENOTE软件、各项GRACENOTE数据
和GRACENOTE内容对您许可为“按照原样”。
对于GRACENOTE服务器或GRACENOTE内
容上任何GRACENOTE数据的准确性，
GRACENOTE不做任何明示或默示的表示或担
保。GRACENOTE共同以及单独保留从公司
的各个服务器上删除数据和/或内容的权利，或
基于GRACENOTE视为必要的任何原因单方更
改数据类别。GRACENOTE不保证
GRACENOTE内容或GRACENOTE软件或
GRACENOTE服务器中没有错误，也不保证
GRACENOTE软件或GRACENOTE服务器的
运行不间断。GRACENOTE没有义务为您提
供将来可能选择提供的增强或其他数据类型，
可随时放弃其在线服务。GRACENOTE不负
任何明示或默示之担保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就
适售性以及特定目的的适用性、所有权和不侵
权的默示性担保。对于您通过使用
GRACENOTE软件或任何GRACENOTE服务
器所获得的结果，GRACENOTE也不作任何保
证。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任何原因引起的任何
间接损坏或附带损坏，或利润损失或收入损失，
GRACENOTE不负任何责任。
©Gracenote 2007.
车辆仅装配SYNC
FCC ID: KMHSG1P1

IC: 1422A-SG1P1
车辆装配SYNC和MyFord Touch或
MyLincoln Touch
FCC ID: KMHSYNCG2
IC: 1422A-SYNCG2
此设备符合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标准第15
部分以及加拿大行业协会的RSS-210。设备在
使用中必须符合以下2个条件：（1）此设备不
能产生任何有害干扰，同时（2）此设备必须能
够接受干扰，包括可能会导致非正常工作的干
扰。

警告
负责合规性的一方未明确批准的变更或
改装会使用户丧失操作该设备的权利。
无线电认证编号前面的术语“IC”仅代表满

足加拿大行业协会的技术规范。

该发射器上所用的天线不得与其他天线或发射
器处于同一位置或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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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参见:气候控制........................................................77

ABS
参见:制动器..........................................................102

DRL
参见:白昼行车灯.....................................................51

Motorcraft零件............................................163
MyFord Touch™.........................................177
一般信息................................................................177

MyKey®故障诊断...........................................37
MyKey™.........................................................34
工作原理................................................................34

PATS
参见:发动机防盗锁定系统....................................43

Safety Canopy™ - 双门轿跑......................27
VIN
参见:车辆识别代码..............................................164

安全措施...........................................................93
安全性...............................................................43
安装儿童安全座椅............................................12
儿童座椅..................................................................12
使用儿童座椅下固定器(LATCH)........................14
使用胯/肩式安全带................................................13
使用拉带.................................................................15

白昼行车灯........................................................51
类型 1 - 传统（标准设置）....................................51
类型 2 - 可选设置...................................................51

保险丝.............................................................123
保险丝规格表.................................................123
乘客舱保险丝板....................................................127
配电盒...................................................................123

保养..................................................................131
一般信息................................................................131

报警器
参见:防盗报警器...................................................44

变速器..............................................................98
变速器
参见:变速器...........................................................98

瘪轮胎充气
参见:临时移动套件..............................................148

泊车辅助.........................................................108
后感应系统..........................................................108

舱内空气过滤器................................................81
侧安全气囊.......................................................26
车窗和刮水器刮片清理.................................144
车窗和视镜.......................................................54
车辆保养.........................................................143
一般信息...............................................................143

车辆参数 - 2.3L EcoBoost™.....................165
规格.......................................................................165

车辆参数 - 5.0L............................................166
规格.......................................................................167

车辆参数.........................................................163
技术规格..............................................................168

车辆的储存.....................................................146
车身.......................................................................146
发动机...................................................................147
基本信息...............................................................146
将车辆开离车库...................................................147
冷却系统...............................................................147
轮胎.......................................................................147
其他.......................................................................147
燃油系统...............................................................147
蓄电池...................................................................147
制动.......................................................................147

车辆负载..........................................................116
一般信息................................................................116

车辆清洗
参见:外观清洁......................................................143

车辆识别标牌.................................................164
车辆识别代码.................................................164
车辆四轮着地拖吊...........................................117
休闲旅游车牵引....................................................117
应急牵引................................................................117

车轮与轮胎.....................................................148
技术规格................................................................161
一般信息...............................................................148

车内灯...............................................................53
阅读灯.....................................................................53

车内后视镜.......................................................55
自动防眩目后视镜................................................56

车内气候控制操作技巧...................................79
车内加热的推荐设定............................................80
车内空气快速加热................................................80
车内空气快速冷却................................................80
基本提示.................................................................79
推荐的空气冷却设定 ...........................................80
在寒冷天气下侧车窗除雾.....................................81

车外后视镜.......................................................54
电动车外后视镜....................................................54
电动折叠后视镜.....................................................55
加热车外后视镜.....................................................55
信号后视镜............................................................55
野马投影灯............................................................55
折叠外后视镜.........................................................55
自动调光功能.........................................................55

225

Mustang (), zhCHN

索引

www.inhauto.com



乘员保护系统...................................................23
工作原理.................................................................23

打开和关闭发动机舱盖..................................131
带ABS系统的车辆驾驶提示
参见:配备ABS的车辆的行驶提示.....................102

挡风玻璃洗涤器..............................................48
挡风玻璃雨刷...................................................47
车速感应式雨刮.....................................................47
间歇刮刷.................................................................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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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移动套件.................................................148
第二阶段：检查轮胎压力....................................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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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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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密封后的操作................................................151

路边紧急情况.................................................120
轮胎保养.........................................................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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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ABS的车辆的行驶提示........................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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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发生报警系统..........................................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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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静止时关闭发动机.........................................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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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雾灯................................................................51
前雾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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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雪地防滑链.............................................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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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巡航控制..................................................112
关闭定速巡航控制................................................112
开启定速巡航控制................................................112

视镜
参见:车窗和视镜...................................................54
参见:加热车窗和后视镜........................................81

收音机单元 -车辆配备：AM/FM/CD/
SYNC/卫星收音机.....................................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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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175

手动空调...........................................................77
手动座椅..........................................................84
手制动
参见:驻车制动器..................................................102

数字音频广播设置.........................................183
车辆.......................................................................184
设置.......................................................................185
声音.......................................................................184
时钟.......................................................................183
显示器...................................................................183

锁定和解锁.......................................................38
电动车锁................................................................38
激活智能进入功能................................................38
省电装置.................................................................41
行李舱.....................................................................41
遥控控制器............................................................38
钥匙片....................................................................40
照明离开................................................................40
照明上车................................................................40
智能解锁................................................................39
自动闭锁功能........................................................39
自动重新闭锁........................................................39

锁紧车轮螺母
参见:更换车轮......................................................156
参见:更换车轮......................................................156

锁......................................................................38
通风
参见:气候控制........................................................77

头枕..................................................................83
调节头枕................................................................84
前排座椅不可调节式头枕....................................84
倾斜头枕................................................................84

拖吊..................................................................117
外观清洁.........................................................143
车底.......................................................................144
贴条或贴图...........................................................143
外部镀铬部件.......................................................143
外部塑料部件.......................................................143

危险警示灯.....................................................120
稳定控制.........................................................105
工作原理...............................................................105

无线频率一般信息..........................................30
智能进入................................................................30

洗涤器
参见:雨刷和洗涤器................................................47

洗涤液检查......................................................137
限滑差速器......................................................101
Traction-Lok™和TORSEN™驱动桥（如有

配备）...............................................................101
消息中心
参见:信息显示........................................................61

小面积车漆损伤修补.....................................146
信息显示器控制..............................................46
信息显示...........................................................61
一般信息.................................................................61

信息消息..........................................................68
AdvanceTrac™.................................................69
MyKey....................................................................73
安全气囊................................................................69
变速器.....................................................................75
车门与车锁..............................................................71
警示音....................................................................70
轮胎压力监控系统.................................................75
盲区信息与倒车碰撞预警系统.............................70
坡道起步辅助..........................................................71
启动系统.................................................................74
牵引力控制.............................................................75
前向碰撞预警系统..................................................71
燃油..........................................................................71
维修.........................................................................72
蓄电池与充电系统.................................................70
遥控启动.................................................................74
钥匙与智能进入.....................................................72
驻车辅助.................................................................73
驻车制动.................................................................73
转向系统.................................................................74
自适应定速巡行控制系统....................................69
座椅.........................................................................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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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203
关于紧急救援功能的重要信息..........................205
紧急救援（如配备）..........................................204
紧急援助功能隐私保护提示..............................206
开启紧急救援功能..............................................204
碰撞事故中的注意事项......................................205
日历.....................................................................204
提示......................................................................203
为了确保紧急救援功能正常运行......................205

巡航控制
参见:使用巡航控制...............................................112

巡航控制..........................................................46
工作原理................................................................112
参见:巡航控制.......................................................112

眼镜架..............................................................89
遥控起动...........................................................81
自动设置................................................................82

遥控器..............................................................30
更换电池..................................................................31
鸣响紧急报警.........................................................32
使用机械钥匙片......................................................31
寻车功能.................................................................32
远程遥控启动.........................................................32
智能进入钥匙........................................................30

移动通讯设备......................................................7
仪表板和仪表组玻璃清理.............................145
仪表...................................................................57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表............................................58
燃油表.....................................................................57
信息显示屏.............................................................57

仪表照明调光器..............................................50
不配备前雾灯的车辆............................................50
配备前雾灯的车辆................................................50

音响控制...........................................................45
媒体........................................................................45
搜索，向下或向上................................................45

音响系统..........................................................172
一般信息...............................................................172

迎宾灯...............................................................52
野马投影灯.............................................................52

娱乐................................................................190
AM/FM广播........................................................192
CD.........................................................................193
SD卡槽和USB接口............................................194
可支持的媒体播放器、格式和元数据信息........197
蓝牙音频...............................................................197
搜索设备内容........................................................191
线路输入...............................................................197

雨刷和洗涤器...................................................47
语音控制..........................................................46
钥匙和遥控器..................................................30
运输车辆...........................................................117
遮阳板..............................................................56
带照明灯的遮阳板化妆镜....................................56

正确的坐姿.......................................................83
正在创建一个MyKey.....................................34
编写/改变可配置的设置.......................................35

正在检查MyKey系统状态.............................36
正在清除全部MyKeys...................................35
置物盒..............................................................89
制动器.............................................................102
一般信息...............................................................102

制动液检查......................................................137
中央控制台......................................................89
驻车制动器.....................................................102
转向指示灯.......................................................52
转向..................................................................113
电动助力转向........................................................113

撞击传感器和安全气囊指示器.......................28
撞击警告系统..................................................113
操作准则................................................................113

自动变速器油液检查......................................137
自动变速器......................................................98
SelectShift Automatic™变速器...................98
紧急驻车档位释放杆............................................99
了解自动变速器的档位........................................98
如果车辆陷入泥地或雪地中..............................100
自动变速器自适应学习......................................100

自动灯..............................................................49
挡风玻璃雨刮器启动的前照灯............................50

自动刮水器.......................................................47
自动空调控件...................................................78
组合仪表...........................................................57
最终用户许可证协议.....................................216
SYNC终端用户许可协议 (EULA)...................216

座椅安全带警告灯和指示器蜂鸣器................21
操作条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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