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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所有权利。禁止复制本出版物的文本或图片。

遵照     此使用和维护手册中的建议， 确保高效、

无故障地使用车辆。

本手册中的插图和描述性文本   在打印时是  正确

无误的。Iveco 会不断改进政策， 且有权随时更

改价格、规格和设备， 恕不另行通知。

依维柯始终致力于产品的不断完善，因此保留随时

改变产品价格、技术数据或版本的权利，恕无法事

先通知。

本刊中提供的所有信息可能因产品变化而有所不同

。尺寸和重量等数据仅供参考，所列图示并不一定

能代表产品的标准状态。

欲知相关产品的详细信息，请联系您的依维柯经销

商。

十分感谢您选择Iveco，同时向您表示衷心祝贺：您选购了一

辆与众不同的卡车为您服务，它集优异性能、低能耗、高可

靠性和舒适度于一身。

我们请您认真阅读与新车相关的操作和维护手册。按照这些

说明进行操作，可确保您的新车以良好状态运行，并获得很

长的使用寿命。

我们希望您的新车长期无故障，并提醒您，Iveco 服务机构

始终在您身边，为您提供高效的专业建议

Iveco  和它的驾驶员相似：具有周密考虑的系统， 像一个有

机体那样进行规划，且设计了成千上万的备用零件，每个备

用零件都与其他零件一起集成为“逻辑整体”。

Iveco 工程师以最高的精确度确定技术规格，确保实现最大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系统中的每个零件都必须按照设计的方

法发挥功能，确保 Iveco 仍是您选择的 Iveco。

保良好性能的最好方法是出现问题时咨询 Iveco 服务机构

。Iveco 服务标志众所周知，Iveco 在全球拥有 3,500 多个

服务中心，无论您在何处都可以轻松咨询。

些服务中心拥有 30,000 多名技师和技工，每个人都经过 业

培训并学习过定期进修课程，可以娴熟地应对持续的车辆技

术开发。

当然，为了确保维修服务诊断精确、干预快速和高服务质量

，培训必不可少。

服务中心还确保只使用 IVECO 原装备件，这些 原装备件保

持了车辆的 原有完整性。

事实上，这些部件是唯一能够与设计和建造车辆所用的“逻

辑整体”精确集成的部件。

保您的车辆始终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我们推荐采用制定好

的划，以确保在应维护时间到来前的固定期间内，车辆运行

状态良好且运行成本令人满意。

5949879588_LUM_new_daily_chassis_MY2014_4ed_CHS_copertina  18/11/16  12.04  Pagina 2



1

NEW DAILY CHASSIS
使用与维护



2



目录

3

安全 5
驾驶员操作区域 9
控制装置和设备 95
起步和驾驶 179
驾驶员应急操作 275
随车附件 333
驾驶员日常检查 335
定期保养 361
技术规格 397
标牌 437
保险丝 445
字母索引 465



4

目录



安全

5

安全

安全警告符号 6
电气/电子装置的安装 7
环境信息 8



6

安全

安全警告符号

在以下页面中常常会见到这些符号；为了自身以及车辆的安全，请遵
守这些符号所指示的说明。

存在伤害的风险： 不遵守这些指示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

存在严重损坏车辆的风险： 不遵守这些规定可能导致车辆严重损
坏，甚至可能使保修失效。

一般风险： 综合上述两个符号的风险。

保护环境： 表示应采取正确的行动，尽可能环保使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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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电子装置的安装

安装附件、附加设备及对车辆进行任何改装都应遵照 “车辆改装指
南”中的指示进行，“车辆改装指南”可从服务网络获得。请记住，尤其
对于电气系统，各种电源插座都是按标准提供的（或可作为选件获
得），以便简化和标准化车身改装者的电气系统作业。对于“车辆改装
指南”以外的任何改动，都需要都得到依维柯授权。不遵守上述要求将
导致保修失效，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失去车辆型式认证。

电气/电子装置的安装

购买车辆后，在售后服务过程中安装的任何电气/电子装置都必须带有
以下标志：

如果依维柯服务网络安装的收发设备符合制造商的说明，则依维柯对
其安装进行授权。

注意：安装会改变车辆特性的装置后，可能导致被有关当局视为不适
合在公路上行驶，也可能会导致在该项改动所导致的缺陷或可直接或
间接追溯到该项改动的缺陷范围内，保修失效。

重要提示！ 不允许连接到电子控制单元线路或对其进行修改，尤其是
控制单元数据连接线（CAN 总线），此处严格禁止进行任何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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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信息

2000/53 号指令： 有关报废汽车回收的信息
欧盟已颁布 2000/53/EC 号指令，其目的是减小报废汽车对环境的影
响，减少产生垃圾，促进环境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该规定要求在车
辆设计与制造阶段都要实施预防性措施，并且设立收集与处理系统，
一旦车辆达到寿命期，便进行车辆的回收和利用。

依维柯在环境保护方面做了什么以及正在做什么？
车辆的环境保护理念并不限于使用周期而是覆盖了整个寿命周期。
多年以来，依维柯一直致力于践行自己的全球性承诺，不断改进生
产工艺，制造更加环保的产品。除了不断研究具有很高能源效率和
环保性能的工艺与产品技术，依维柯在产品的设计与制造阶段便开
发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案，使用可以回收利用的产品与部件，尽量减
小对环境的影响。为了满足现行的欧盟规定，确保自己的每一位客
户都能得到处理报废汽车的最佳服务，依维柯建立了一套系统，使客
户可以将其报废汽车交付给经过认证的拆解商网络而不附加任何费
用 （1）。客户可以联系依维柯经销商网络了解有关最近的授权拆解
中心的信息。依维柯对拆解中心进行了慎重选择以确保在报废汽车收
集、处理、回收利用方面提供的服务满足优异的质量标准 。此外，
还可登陆网站 www.iveco.com 获得有关授权拆解中心的信息。

（1） 总重量不超过 3.5 吨的货运或客运车辆，包含所有必要部
件（特别是发动机和车身）且无附加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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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盘描述

底盘包括为上装设备提供的所有机械部件和附件，从而打造出适合客
运的车辆或其他装载类型的车辆。依维柯提供所有所需的配件，以便
装配方能够根据车身和任何附加的电气/电子配件制造车辆。该说明描
述了在基于不同版本的底盘上安装这些部件的操作。

基于安全理由，如车灯总成等一些部件不允许安装。

该手册介绍了可以安装的所有附件及功能，尽管这些并不是针对底盘
版本（被称为护罩版本）的功能。对于装配车身的车辆的每个部件的
运行逻辑均作了说明。

这些带护罩的底盘车辆没有道路行驶许可，因此不得在城市和郊区道
路上使用。但可以在车身制造商用于运输和接车的设施内缓速行驶。

某些类型的带护罩的车辆版本配有一个防护外罩，以便在运输过程中
确保零配件的完整性。



12

驾驶员操作区域

非工厂安装的部件被封闭在固定至底盘的
集装箱中。

1. 防护板
2. 防水集装箱用于运输所提供的未安

装部件

注意 图中所示为柴油版本，但相同的注
意事项同样适用于天然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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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说明中介绍的车型版本分为“带护罩的车辆”和“去护罩的车辆”。

它们在装配完备性水平方面有所不同，并且某些部件的装配位置也不
相同。

1. “去护罩的车辆”版本。
2. “带护罩的车辆”版本。

注意 图中所示为柴油版本，但相同的注意事项同样适用于天然气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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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护罩的车辆上拆下防护罩

按照以下步骤拆下在运输过程中保护底盘
的防护罩 （1）：

● 解开拉链 （2）。

注意 该程序对柴油版和天然气版均有效



驾驶员操作区域

15

● 在将线缆固定至底盘的吊耳处松开线缆 （3）。

● 取下松紧绳 （4）。

松开上述约束装置后，便可以通过折叠的方式将护罩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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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操作区域

用于支撑护罩的木板 （5） 也必须拆下以便对底盘进行装配。



驾驶员操作区域

17

带护罩的柴油和天然气版的操纵和使用步梯

在底盘上配有步梯，用于进入其内部，或用于检查和清洁不属于底盘
版本供货范围，但是属于由车身制造商负责的部件。

底盘装备有一个踏脚板，以方便坐入驾驶员侧座椅。驾驶员侧座椅
的对侧也装备相同的踏脚板，以方便进入底盘以及进行随后的车身装
配。

注意！
安全注意事项。 存在发生伤害和事故的风险！

▶ 在离开驾驶员侧座椅时请使用步梯，但不得跳跃。
▶ 保持步梯清洁。

有些车型的前保险杠上装配有一个步梯（图中高亮显示的部件），
用于方便地清洁风挡玻璃（底盘版本中未安装）。

▶ 注意！ 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 使用前检查踏阶是否清洁以免
跌滑。

注意 有关风挡玻璃的清洁，详见“用户进行的检查”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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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门和外部隔舱

根据配置的不同，底盘可以在位于左侧的驾驶员侧装配以下部件：

● 适用于柴油（柴油版）和天然气版中甲烷的燃油加注口盖门

对于左侧驾驶车辆来说，在驾驶舱对面的右侧：

● 适用于 Ad-Blue（安装时的柴油版）的加注口门，适用于甲烷的
加注口

● 发动机罩

燃油加注口盖开启

柴油加油口旁有一个标签（如图所示），上面标明了需要使用的正确
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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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G 加注口旁有一个标签（如图所示），上面标明了需要使用的正
确燃料。

必须通过操作去护罩车辆的拉链 （1） 打开保护罩，才能接触到燃油
加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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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护罩的柴油版）

燃油箱加注口（柴油或甲烷，具体取决于发动机）位于前车门隔舱左
侧。

在凹口 （3） 处打开盖门 （2）。

然后打开加注口盖 （4） 并握住它，直到塑料线 （5） 充分拉紧。
这时，塞堵由线缆支撑，并且可以防止撞击到车身上的任何涂漆零
件。

（带护罩的柴油版）

要使用加注口，需先用钥匙将其解锁，然后缓慢地拧开加注口盖
（1） 以避免任何燃油溅出。

注意！

▶ 加油前，如果可以，请关闭辅助加热器。
▶ 如果需要更换油箱盖，请联系服务网络 获取本车型专用的油箱

盖。
▶ 加油时，避免燃油溢出。燃油含有乙醇，可能损坏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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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工作场所安全。 燃油蒸气极易燃烧，甚至可能在密闭空间中爆
炸。加油时，始终遵守以下注意事项：

▶ 关闭发动机。
▶ 请勿吸烟或使用可产生火焰的物品。
▶ 避免燃油溢出。
▶ 关闭所有产生无线电频率的设备（如手机、对讲机或其他装

置）。

▶ 小心！有车辆损坏的危险！为了防止小门损坏车门，记住：加
油后用塞堵封闭加注口，关闭小门 (2)，然后再关闭配备车身
的车辆的驾驶员侧车门。

AdBlue 加注口门开启（柴油版）

（如果配备）

AdBlue 储液罐塞堵位于与驾驶员侧座椅相对的前方区域。逆时针拧
开启。顺时针拧关闭。

● 在凹口 （2） 处掀开小门 （1） ；
缓慢拧开塞堵 （3） 以避免吸入烟雾，握住塞堵直到塑料线（4）
充分拉紧。这时，塞堵由线缆支撑，并且可以防止撞击到车身上的
任何涂漆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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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操作区域

注意 为了符合当前法规，加油口盖用一个塑料绳 （4） 固定在车上
以防丢失。塑料绳还用于定位盖子的装配，它使得盖了只能朝
一个方向安装。

不要拆下塑料绳；这样做不仅会损坏盖子，还会触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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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天然气甲烷燃料加注口

甲烷燃料加注口 （1） 位于前部车门隔舱附近（左侧或右侧，取决于
车型），使用方法：

● 通过凹口 （3） 掀开小门 （2） ；

● 逆时针拧开塞堵 （1）。

注意！

▶ 加油前，如果可以，请关闭辅助加热器。
▶ 如果需要更换油箱盖，请联系服务网络 获取本车型专用的油箱

盖。
▶ 加油时，避免燃油溢出。燃油含有乙醇，可能损坏油漆。

注意！
工作场所安全。 燃油蒸气极易燃烧，甚至可能在密闭空间中爆
炸。加油时，始终遵守以下注意事项：

▶ 关闭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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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吸烟或使用可产生火焰的物品。
▶ 避免燃油溢出。
▶ 关闭所有产生无线电频率的设备（如手机、对讲机或其他装

置）。

▶ 小心！有车辆损坏的危险！为了防止小门损坏车门，记住：加
油后用塞堵封闭加注口，关闭小门 (2)，然后再关闭配备车身
的车辆的驾驶员侧车门。

注意 小门 （2） 在前页的图上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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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

注意！

▶ 根据相关法律处理废弃油料和相关部件（如过滤器）。建议这
些操作由服务网络完成。

注意！

▶ 使用添加剂可能影响保修索赔。
▶ 无需使用润滑油添加剂。

注意！

▶ 油料有害健康。
▶ 如果不慎喝入油料，请立即就诊。
▶ 请将油料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柴油加油
仅使用符合 EN 590 标准的普通市售柴油。

不建议使用燃油添加剂。使用添加剂可能会限制车辆所保证的性能。

从油桶或罐中添加燃油可能引起柴油沉淀，进而导致供应系统出现故
障， 在这些情况下，需要对杂质进行相应过滤或沉降。

柴油温度低
低温时，柴油流动性可能因石蜡分离而流动性不足，导致过滤器堵
塞。

EN 590 标准提供低温环境温度下使用的多种类型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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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取决于燃油公司遵守气候条件下的相关标准（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季
节和地理位置）。

AdBlue 的加注，柴油车
AdBlue 是车用尿素溶液的商标名，具备以下优点：

● 无臭成分。
● 无毒。
● 不易燃。
● 无色。
● 易于获得。

注意！

▶ 仅使用符合 DIN 70 070 和 ISO 22241-1 标准的 AdBlue。
其他液体可能损坏系统：此外，废气排放将不再符合法律规
范。

▶ 分销商对产品的合规性负责。为了维持最初的质量，要遵守储
藏和维护注意事项。对于因不符合标准使用（AdBlue）而造成
的故障及车辆损坏，IVECO 不提供任何保修。

▶ 向 AdBlue 储液罐加注柴油将造成 AdBlue 循环泵模块不可逆
转的损坏。切勿向 AdBlue 添加添加剂。不得用自来水稀释
AdBlue：这可能损坏废气排放控制系统。如果由于使用添加
剂/自来水、加入了柴油或未遵守依维柯指示给排气净化系统造
成损坏，保修将会失效。

▶ 如果在加注期间，AdBlue 接触到有漆的部件或铝合金部件，
立即用大量水清洗这些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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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储液罐中 AdBlue 长期加热超过 50°C （例如，阳光直
射），AdBlue 可能分解，形成氨气。氨气有刺鼻气味：当
松开 AdBlue 储液罐盖时，注意不要吸入从储液罐中溢出的氨
气。尽管这样浓度的氨气对健康并无妨害。

▶ AdBlue 在温度大约 -11°C 时冻结。同时，配备 AdBlue 预加
热系统的车辆也可确保车辆在温度低于 -11°C 的冬天使用。
低温时，可能在发动机和消音器之间形成 AdBlue 结晶。此结
晶不会对废气排放控制系统的操作造成任何影响。如有必要，
可使用清水去除 AdBlue 结晶。

▶ 请勿紧挨着 AdBlue 储液罐的过滤器盖进行加注，而是留出5
到 10 厘米距离。

▶ 注意！车辆无 AdBlue 时不得运行，以免污染环境。

在适当的加注站，加注 AdBlue 和普通加注一样容易。为能够在可预
见的时间内加注，请务必注意车辆仪表上的低液位提示。

如果在使用过程中，NOx 排放量未达到认证要求，根据 EURO 6 防污
染标准对工业车辆制造商的强制要求，发动机性能将会下降。

所以，如果在 AdBlue 储液罐空（AdBlue 液面低于计量设备的最小运
转阈值）的时候驾驶，或者出现导致车辆无法符合 NOx 排放标准的
其他原因时，发动机性能将透过发动机扭矩的减小而降低（降级）。
通过仪表板上的黄色 OBD 报警灯开启提前给出降级信号。

限制性能可在以下情况中出现：

● AdBlue 储液罐液位低或完全耗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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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Blue 质量差。
● AdBlue 消耗异常。
● Hi-eSCR 系统故障。

一旦指示灯点亮，在发动机第一次回到怠速状态后，发动机的最大
输出功率将会降低，并一直持续到防污染设备达到正常操作条件，
使车辆再次满足 NOx 排放标准（如果 AdBlue 储液罐空，需要进行加
注）。不影响车辆可靠性。

有关可能发生的故障情况的详细信息显示在“Inducement
( ➠ 页码 29)”章节中。

请记住，车载控制单元会记录上述情况，以供查看。

注意 在 AdBlue 低液位报警灯点亮后，在 OBD derating 灯点亮前，
可以行驶大约 20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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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cement 柴油车

如果在使用过程中，NOx 排放量未达到认证要求，根据 EURO VI 防
污染标准对工业车辆制造商的强制要求，发动机性能将会下降。
所以，如果在 AdBlue 储液罐空或几近为空（AdBlue 液面低于
10%、5% 或计量设备的最小操作数量）的时候驾驶，或者出现导致
车辆不遵守立法规定的 NOx 排放标准的其他原因时，发动机的性能
将降低（derating）。仪表台上的“Inducement”报警灯会点亮发出信
号。一旦指示灯点亮，在发动机第一次回到怠速状态后，发动机的最
大输出功率将会降低，并一直持续到防污染设备达到正常操作条件，
使车辆再次满足NOx排放标准（如果 AdBlue 储液罐空，需要进行加
注）。不影响车辆可靠性。

针对“Inducement”的不同等级，给驾驶员的指示和不同 inducement
等级所适用的相应“derating”等级如下：

● "Driver warning system": “Inducement”报警灯闪烁，未发生任何
发动机性能减额。

● "Low level inducement": Inducement 报警灯点亮并保持常亮，
显示“限制发动机功率”信息降低发动机性能（降低发动机扭矩
25%，从车辆第一次停止时开始执行）。

● "Severe inducement": Inducement 报警灯点亮并显示“限制车
速”信息；降低车辆性能（车速降至 20 km/h，从发动机首次重
启或第一次停机时开始执行，如果连续 8 小时发动机未停机或重
启）。

请注意，电子控制单元会记录上述情况，以供查看。

如有任何故障，请向服务网络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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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恢复正确的运行状态之后，在发动机关闭后至少等待 5 分
钟（开关位于“STOP-0”位置，即所有控制单元均已完成其“运
转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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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BLUE 量

AdBlue 发动机运行状况

<10% 闪烁 不变

<5% 报警灯常亮 25% 发动机扭矩减少

0% 报警灯常亮 最高车速限制在 20 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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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BLUE 质量差

工作小时 发动机运行状况

0-10 报警灯常亮 闪烁 不变

10-20 报警灯常亮 报警灯常亮 25% 发动机扭矩减少

>20 报警灯常亮 报警灯常亮 最高车速限制在 20 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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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BLUE 消耗异常

工作小时 发动机运行状况

0-10 报警灯常亮 闪烁 不变

10-20 报警灯常亮 报警灯常亮 25% 发动机扭矩减少

>20 报警灯常亮 报警灯常亮 最高车速限制在 20 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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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R 失灵或故障

工作小时 发动机运行状况

0-36 报警灯常亮 闪烁 报警灯关闭 不变

36-100 报警灯常亮 报警灯常亮 闪烁 25% 发动机扭矩减少

>100 报警灯常亮 报警灯常亮 闪烁 最高车速限制在 20 Km/h

OBD - MIL 报警灯仅在故障造成排放超标时点亮。
关于工作逻辑的信息请参见“报警灯列表”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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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物报警灯工作逻辑

如果 AdBlue 液位低，或检测到 Adblue 的质量或消耗存在故障，或
EGR 系统被改动，则报警灯闪烁或点亮并保持常亮。下表列出了 3
种重要的 Inducement 级：

条件 结果 针对驾驶员的显示

● 尿素液位 < 10%
● 探测到有关

AdBlue 品质/消耗
的问题

● 试图改动 EGR 阀

针对驾驶员的警告（报
警灯闪烁）

针对驾驶员的警告（报
警灯闪烁）

● 尿素液位 < 5%
● 探测到连续超过 10

个小时 AdBlue 消
耗有问题

● 连续超过 36 个小
时试图改动 EGR
阀

降低发动机性能（降
低发动机扭矩 25%，
从车辆第一次停止时开
始执行）

报警灯常亮，显示 “限
制发动机功率”信息

● AdBlue 储液罐
空。

● 探测到连续超过 20
个小时 AdBlue 消
耗有问题

● 连续超过 100 个小
时试图改动 EGR
阀

车速降至 20 公里/小
时（从发动机第一次重
启或从连续工作 8 小
时后首次停机时开始实
施）

AdBlue 报警灯点亮并
显示“限制车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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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燃料加注

燃料质量
关于系统安全性，所用天然气须符合 ISO/TC-58/SC3 755 标准的要
求。

发动机已经过调校和认证，气体成分符合规格：CNG GR 和 G25, 依
据规范，气体含量如下：

GR（在标准状态下，T=20 °C，p=101.3 千帕）
● 甲烷 87%（最低 84%，最高 89%）
● 乙烷 13%（最低 11%，最高 15%）

G2 5（在标准状态下，T=20 °C，p=101.3 千帕）
● 甲烷 86%（最低 84%，最高 88%）
● 氮气（N2） 14%（最低 12%，最高 16%）

不同的气体成分为（在以下限制范围内可接受）：

最低 83% 的甲烷（CH4）。气体中的油液 %：≥ 175 百万分之一

注意！
CNG 加注要求。 法律要求，在加注期间应遵守以下规定：

▶ 最高加注温度：50 ºC。
▶ 最大加注压力 220 巴。
▶ 至于气缸温度低于 50° C，请遵守章节“最大加注压力”中的图

示所提供的最大加注压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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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须确保不含任何可能有损催化器和/或气缸并进而危及操作安全
性的杂质或物质（或含量在规定限值内）。

▶ 因此，请遵照来自 ISO/TC 58/SC3 n. 755 的表格中所规定
的、应处于控制范围以内的数据。如有关于所用燃气兼容性的
疑问，请将化学分析提交至依维柯服务网络。

最大加注压力
系统的额定压力为 200 巴。

液压测试压力为 300 巴。

气缸的容许外部温度 = 57º C（在其外表面测量）。

在加注和排空循环中，考虑到气缸要经受疲劳循环，在加注过程中须
具备以下所有 3 个条件：

1. 最高加注温度 50 ºC。
2. 最大加注压力 220 巴（气缸外部温度在 50°C）。
3. 因热度可能升至 50° C，故在该温度和压力等级下进行加注时，

压力不得超过 260 巴。

注意：在加注过程中，如果加注的气体量少于预料值或最小预期量，
请确保各个气缸的电磁阀均正常工作。

低气体压力

● 当气缸内的气体压力大于 20 巴时，发动机高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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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压力低于该等级时，可能出现燃烧不足的情况，从而可能损坏催
化转换器。

● 低气体压力使发动机功率下降，导致油门反应迟缓；在此情况下不
要继续，而是要对油门踏板的压力和车速进行限制。

● 因此，安排日常保养以保证安全裕度很有必要。

警告：

● 所有甲烷系统均受制于既有法律（法规 ECE R110），即每 4 年
保养一次气缸，仅在授权中心进行。

● 每个天然气气缸均可通过位于开口拱顶部位上的打孔印记加以识
别。打孔印记列有：气缸制造商的名称、序列号、设计所针对的
气体类型（天然气）、额定工作电压（200 巴）和额定液压测试压
力（300 巴）、气缸容量（升）、气缸重量（千克）、型式认证数
据、气缸检验日期（月/年）。连同车载文档，还有一份关于车辆
所配气缸及相关检测截止日期（月/年）的列表。

注意：天然气加注工作人员不允许对已到期的气缸进行加注。对此，
工作人员有权请车辆驾驶员出示上述证明文件。

注意！

▶ 无论以任何原因（如保养）拆解了安装至气缸上的气门，气门
均不得再次使用，且须予以立即丢弃。

▶ 气缸装配有气体溢流安全阀；须以特殊方式将气缸排空；在不
能绝对确定气缸已排空的情况下，不得对气缸进行任何操作，
否则可能危及安全。

▶ 任何受到过碰撞或火灾影响的气缸均须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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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高压系统（控制按钮、部件替换件等）的任何干预须仅由依
维柯授权的专业企业进行，这些企业将发表相关声明，证明系
统已依照法律规定恢复至初始状态的事实（300 巴压力下的系
统气密性试验）。

用于所有发动机的燃油箱塞堵

（仅对于加油口盖位于驾驶室立柱的车辆）

注意！
工作场所安全。 燃油蒸气极易燃烧，甚至可能在密闭空间中爆
炸。加油时，始终遵守以下注意事项：

▶ 关闭发动机。
▶ 请勿吸烟或使用可产生火焰的物品。
▶ 避免燃油溢出。
▶ 关闭所有会产生射频的装置（比如手机）。

加油时开启/关闭加油口盖。

要开启/关闭加油口盖，只需在槽中转动钥匙（不必拧下）。

为满足既有法规，加油口盖带有一个装置，可防止开启时拔出钥匙，
还带有一个塑料绳防止将钥匙从车上取走。塑料绳还用于定位盖子的
装配，它使得盖了只能朝一个方向安装。

不要拆下塑料绳；这样做不仅会损坏盖子，还会触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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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座椅的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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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调出风口。
2. 左方向盘操纵杆。
3. 储藏格间。
4. 方向盘。
5. 仪表板
6. 右方向盘操纵杆。
7. 发动机启动钥匙。
8. 可调出风口。
9. 储藏格间。
10. 按钮板。
11. 收音机或储藏格间用隔间
12. 储藏格间。
13. 副驾驶员侧安全气囊（如果配备）
14. 可调出风口。
15. 杯托。
16. 储藏格间。
17. 可调出风口。
18. 储藏格间。
19. 手套箱
20. 空调模式控制键
21. 按钮板。
22. 储藏格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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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文件隔间。
24. 储藏格间。
25. 变速箱杆（Hi-Matic 变速箱仅适用于带护罩的柴油版）。
26. 蓝牙® 收音机控制（如果配备）。
27. 驾驶员侧座椅或操作员座椅。
28. 油门踏板。
29. 制动踏板
30. 驾驶员气囊和喇叭控制器。
31. 发动机罩释放拉杆
32. 杯托。

注意 控制按钮、仪表和指示器的配备及布置可能因车型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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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板

▶ 有关使用与安全的重要注意事项。安装在车辆中的系统能帮助
您更方便地控制并在必要时检测车辆的主要装置。为避免对自
身或其他道路使用者产生潜在的危险，请认真遵守以下预防措
施：必须使用系统，始终保持对车辆的完全控制；如果出现任
何疑问，请停车并执行各项操作。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和/或不
看道路都是严重事故的根源。出发前，请熟悉车辆的系统和其
他控制装置。

注意！
驾驶员舒适性。 驾驶员应确保自己处于最佳位置，以确保自身安
全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 可使用座位和方向盘调整控制装置来获得最舒适的驾驶位置。
▶ 驾驶时，驾驶员的舒适性取决于许多外部因素，如路面、

车速、车辆负载等等。驾驶员必须对这些外部因素作出反应
以便维持舒适性，通常情况下，尤其是路面状况较差或在土路
上行驶时，唯一可控制的因素就是车速。在这些情况下，驾驶
员必须在遵守交通法规的同时保持车速以确保自身的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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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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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

仪表板包含以下仪表：

1. 带报警灯的车速表。
2. 外部灯的报警灯模块。
3. 带储备燃油报警灯的燃油表
4. 转向指示灯的报警灯模块。
5. 带高温报警灯的发动机冷却水温表
6. 外部灯的报警灯模块。
7. 带报警灯的转速计数器。
8. 多功能数字显示

注意 在装配过程中，车辆可能配备有两种类型的显示
屏（“Comfort”型和“Matrix”型）。请参见本章的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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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速表
仪表 （1） 指示车速。刻度单位为公里/小时，根据市场不同，也可使
用英里/小时。

仪表盘也有一系列报警灯。请参见本章中的表格。

报警灯模块
报警灯模块 （2） 包括一些与外部灯有关的报警灯。

详见本章和车灯有关章节中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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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液位指示器（柴油车辆）
仪表 （3） 指示油箱中的燃油量。

当指针指示：

0. 油箱空。

½. 油箱半满。

1. 油箱满。

黄色报警灯 （A） 指示油箱中的燃油已达到最低水平，车辆只能继续
行驶有限的距离。

甲烷液位指示器（Natural Power 车辆）
仪表 （3） 指示气缸中的 CNG 量。

当指针指示：

0. 气缸为空。

½. 气缸充注有一半容量。

1. 气缸已满。

黄色报警灯 （A） 指示油箱中的 CNG 已达到最低水平，车辆只能继
续行驶有限的距离。报警灯 （A） 点亮，显示屏上显示“CNG 液位
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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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指示灯报警灯模块
报警灯模块 （4） 包括转向指示灯接合报警灯。

详见本章中的表格。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指示器
仪表 （5） 指示发动机冷却系统中的冷却水温度。

当温度超过约 50°C，指针越过 “50” 时温度计开始显示冷却液温度

● 低位（50）：冷却液温度低。
● 高位（130）：冷却液温度高
● 平均工作温度在 75⁰ C 和 85⁰ C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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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红色报警灯 （A ）接通，加上多功能数字显示屏上显示的信
息，表明冷却液温度过度增加；此时必须立即停车，关闭发动
机并与服务网络联系。

▶ 如果发动机冷却水温表指示接近红区，必须立即停车，关闭发
动机并与服务网络联系。

报警灯模块
报警灯模块 （6） 包括一些与外部灯有关的报警灯。

详见本章和车灯有关章节中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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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表
转速表 （7） 指示发动机的转速（转/分）。

发动机怠速时，转速表可能显示发动机转速逐渐变化或突然变化。

这是正常的运行状况，比如在空调装置或风扇开启时就可能出现转速
突变的情况。此时稍许增加怠速转速可以保护电瓶的充电水平。

仪表盘也有一系列报警灯。

请参见本章有关表格。

多功能数字显示
显示 （8） 指示车辆状态（详细说明见本章的相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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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板亮度传感器。
传感器 （9） 根据环境光状况调整仪表板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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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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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符号 报警灯 颜色

1 – * –

2 车门未完全关闭 红色

3 Speed Limiter 接合 绿色

4 **空气悬挂未在行驶位置 红色

5 EOBD/ MIL 黄色

6 ** 用钥匙锁止的外部应急手柄（底盘车辆上的功能） 黄色

7 ** Cruise control 开启 绿色

8 ** 制动器故障和/或 EBD 故障和/或驻车制动接合 红色

9 **ABS 故障 黄色

10 ** ESC/ESP 开启 黄色

11 差速器锁接合 黄色

* 仪表板亮度传感器。
** 点火开关每次转到 MAR-1 位时会自动检查带星标的报警灯的功能（见“起动和驾驶”一章），该检查会持续几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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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符号 报警灯 颜色

21 牵引车外部灯故障 黄色

22 雾灯点亮 绿色

23 外部灯点亮 绿色

24 左转向指示灯点亮 绿色

25 右转向指示灯点亮 绿色

26 远光灯接通 蓝光

27 后雾灯点亮 黄色

28 一般故障（如果涉及） 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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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符号 报警灯 颜色

20 ** 机油压力低。 红色

21 ** Tire pressure 系统故障 黄色

22
** Inducement （AdBlue 液位低/质量 - SCR 系统/EGR 阀存在故
障）（1） （如果配备）
（仅用于柴油车辆）

黄色

23 缓速器接合 黄色

24
** DPF （2） （如果配备）
（仅用于柴油车辆）

黄色

25
预热接合
（仅用于柴油车辆）

黄色

26 安全带未系 红色

27 ** 冷却液液位低 红色

28 ** 安全气囊故障 红色

29 ** 副驾驶员安全气囊停用 黄色

30 电瓶不充电。 红色

** 点火开关每次设定至 MAR-1 时会自动检查带星标的报警灯的功能（见本章的“刺激物”一节），该检查会持续几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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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警灯工作逻辑 如果 AdBlue 液位低，或检测到 Adblue 的质量
或消耗存在故障，或 EGR 系统被改动，则报警灯闪烁或点亮并保持
常亮。Inducement 有 3 个重要等级，在本章的“刺激物”一节中有述。

（2）报警灯工作逻辑：

● 间歇点亮：再生 on demand，显示“清洁 DPF 起动发动机并使车
辆保持静止”信息。

● 常亮：未成功完成再生，出现“再生未完成，参见手册”信息。指示
灯常亮，直至成功完成再生。

在正常使用中，车辆会自动进行过滤器再生，不向用户通报。

EOBD / MIL 报警灯

将点火开关转到‘MAR -1’位，不起动发动机，报警灯 （1） 将以变动
频率闪烁。闪烁表示车辆系统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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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发动机运行时报警灯 （1） 点亮，表明发生系统故障。在这种
情况下，请到服务网络进行系统检查。

控制板图标列表，可配置型（Matrix）

符号 报警灯 颜色

燃油过滤器 黄色

外部灯故障 黄色

车门未关 红色

Gear Shift Indicator（较高档位） 黄色

Gear Shift Indicator（较低档位） 黄色

无法供给燃油 黄色

EDC 故障 黄色

机油传感器故障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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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报警灯 颜色

Immobilizer 黄色

发动机自动停止 黄色

发动机自动停止故障 黄色

无电瓶充电 红色

Logistic Mode 黄色

一般故障 黄色

车速表故障报警 黄色

制动刹车片磨损 黄色

取力器 黄色

空调控制面板 黄色

挂车故障/失效 黄色

驻车传感器 黄色

取力器，模式 0 黄色

取力器，模式 1 黄色

取力器，模式 2 黄色

取力器，模式 3 黄色

缓速器故障/错误 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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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报警灯 颜色

变速箱故障/失效 红色

Lane Departure Warning 黄色

Lane Departure Warning 故障 黄色

差速器故障/失效 黄色

Service 黄色

控制板图标列表，Comfort 型

符号 报警灯 颜色

大灯定位 黄色

空调 黄色

Start&Stop
（仅用于柴油车辆）

黄色

AdBlue
（仅用于柴油车辆）

黄色

自动变速箱 黄色

Shift up 黄色

Shift down 黄色

以公里为单位 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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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报警灯 颜色

以英里为单位 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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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

车辆可配备两种显示型式：

● 多功能（Comfort）；
● 多功能可配置（Matrix）。后一种型式可根据其设置提供对驾驶员

有用的信息。

发动机点火钥匙从钥匙开关拔下后，在车门开启或关闭时会激活显
示，经过数秒钟会显示时间和行驶的总公里（或英里）数。

舒适显示
显示屏包括三行内容：

● 上面的第一行是 14 个全点矩阵字符。
● 第二行是分段的。
● 第三行是分段的。

第一行用来显示：

● 数据。
● 旅行计算机数据。
● 配置菜单。
● 有关以下的信息：启用/停用功能/服务信息/故障/警告。

第二行和第三行用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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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灯定位。
● Start & Stop.
● 总里程表计数。
● AdBlue 液位。
● 结冰风险。
● 时钟
● Gear Shift Indicator.
● Automatic gearbox（8 速 HI-MATIC 变速箱除外）。

具体情况：

● A：数据。
● B：大灯定位。
● C：Start&Stop 图标区。
● D：总里程表计数与单位。
● E：图标区（比如：结冰风险）。
● F：时钟
● G：GSI（Gear Shift Indicator）区。

可配置显示屏（矩阵）
显示屏划分为三个与主题有关的区域，允许显示以下信息：

● 时钟
● 外部温度。
● 大灯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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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计算机数据
● 配置菜单
● 有关以下的信息：

■ 启用 / 停用功能；
■ 服务信息；
■ 故障；
■ 警告。

● 图标区，Start & Stop，GSI，结冰风险。
● 总里程表计数。
● 数据。
● AdBlue 液位。

可配置显示屏 Matrix（标准）
具体情况：

● A：外部温度与单位显示。
● C，E：总数据和里程表计数与单位。
● C：标题和信息（ 比如：行程，菜单，…）。
● D：大灯位置或 ECO/PWR 模式下的自动换档 HI-MATIC。
● E：讯息显示/设置/行程值（行程）/ 信息区。
● F：图标区（比如：结冰风险）。
● G：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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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配备 GSI （Gear Shift Indicator）的车辆的可配置显示屏
Matrix
具体情况：

● A：外部温度与单位显示。
● C，E：总数据和里程表计数与单位。
● C：标题和信息（ 比如：行程，菜单，…）。
● D：大灯定位。
● E：讯息显示/设置/行程值（行程）/ 信息区。
● F：图标区（比如：结冰风险）。
● G：时钟
● H：GSI 区

适用于配备 AdBlue 的车辆的可配置显示屏 Matrix
具体情况：

● A：外部温度与单位显示。
● C，E：总数据和里程表计数与单位。
● C：标题和信息（ 比如：行程，菜单，…）。
● D：AdBlue 液位。
● E：讯息显示/设置/行程值（行程）/ 信息区。
● F：图标区（比如：GSI，结冰风险，…）。
● G：时钟
● H：HI-MATIC 变速箱和大灯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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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配备 GSI （Gear Shift Indicator）和 AdBlue 的车辆的可配置
显示屏 Matrix
具体情况：

● A：外部温度与单位显示。
● C，E：总数据和里程表计数与单位。
● C：标题和信息（ 比如：行程，菜单，…）。
● D：AdBlue 液位。
● E：讯息显示/设置/行程值（行程）/ 信息区。
● F：图标区（比如：GSI，结冰风险，…）。
● G：时钟
● H：大灯位置或在 ECO 或 PWR 模式下的自动变速箱

HI-MATIC。
● I：GSI 区或针对配备自动变速箱 HI-MATIC 和模式显示屏的车

型（A 自动 - M 半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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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菜单

此菜单中包含有一系列项目，可通过按下按钮 和 选择，
能够访问下面提供的各种选项和设置。有些项目还有子菜单。

菜单可通过按按钮 启用，包含以下项目：

1. 菜单
2. 亮度
3. 速度限制器
4. AUTOCLOSE
5. 乘客 AIRBAG
6. 安全带 BUZZER
7. CORNERING LIGHTS
8. TRIP B
9. SET TIME
10. SET DATE
11. 单位
12. 语言
13. 蜂鸣器音量
14. SERVICE
15. 退出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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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子菜单的主菜单选择一个项目

选择这些项目中的一个：

● 点按按钮 选择要修改的主菜单设置；
● 按下按钮 或 （按一次）可以选择新设置；
● 点按按钮 可保存设置同时返回到以前所选的主菜单的同样项

目。

从带子菜单的主菜单选择一个项目

可以如下方式进行选择：

● 点按按钮 将显示子菜单的第一项；
● 按下按钮 或 （按一次）可以滚读子菜单的所有项目；
● 点按按钮 可选择子菜单中显示的项目并进入有关的设置菜单；
● 按下按钮 或 （按一次）可选择该子菜单项目的新设

置；
● 点按按钮 可保存设置同时返回到以前所选的子菜单的同样项

目。



70

驾驶员操作区域

菜单项目

菜单

该项目允许用户访问设置菜单。

要选择菜单中的各项目，按下按钮 或 。

要回到标准屏幕，按住按钮 。

亮度

该程序允许驾驶员在侧灯点亮时调整中央仪表台上的按钮亮度。

按如下进行设置：

● 点按按钮 ，以前设定的亮度“水平”闪烁；
● 按下按钮 或 进行调整；
● 点按按钮 返回菜单屏幕，按住按钮数秒则不保存设置返回标准

屏幕。

速度 BEEP（速度限值）

该功能允许用户设定车速限值（以公里/小时或英里/小时为单位），
如果超过此限值，则会向驾驶员报警。要设定所要的速度限值，按如
下进行：

● 点按按钮 ，显示（Speed Beep）字样
● 按下按钮 或 选择启用（On）或停用（Off）速度限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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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功能启用（On），按下按钮 或 选择所要的速度限
值然后按下 确认。

注意 取决于前面选的车速单位，可以在 30 公里/小时或 20 英里/小
时与车辆最大速度限值之间设置速度限值，见下面的“单位 - 设
置单位”一节。

每按一次按钮 - ，可使限值增加/减少 5 个单位。按住按钮
- ，速度限值自动增加，减少。接近所要的值时，再按一次

按钮进行设置。

● 点按按钮 返回菜单屏幕，按住按钮数秒则不保存设置返回标准
屏幕。

按照以下步骤取消设置：

● 点按按钮 ，显示屏闪烁（On）；
● 点按按钮 ，显示屏闪烁（Off）；
● 点按按钮 返回菜单屏幕，按住按钮数秒则不保存设置返回标准

屏幕。

自动关闭（车辆行驶时自动中控锁止）

该功能启用（On）后，当车速超过 20 公里/小时时即进行车门自动锁
止。

要启用或停用该功能，按如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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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按按钮 显示子菜单屏幕；
● 点按按钮 ，取决于前面的设置，显示屏闪烁 On 或 Off ；
● 按下按钮 或 进行选择；
● 点按按钮 返回子菜单屏幕，或按住按钮数秒不保存设置返回标

准屏幕；
● 取决于用户在菜单中的位置，按住按钮 数秒返回标准屏幕或主

菜单。

安全气囊/副驾驶员气囊

（启用/停用前副驾驶侧 Air Bag）

该功能允许用户启用/停用副驾驶侧 air bag。

按如下进行：

● 按下按钮 ， 并通过 按钮 和 显示（副驾驶气囊：Off）
（停用）或（副驾驶气囊：On）（启用）后 ，再按一次按钮

；
● 屏上显示信息请求确认；
● 按下按钮 或 选择（YES）（确认启用/停用）

或（NO）（取消）；
● 点按按钮 显示确认选择的信息，用户返回菜单屏幕，或按住按

钮数秒则不保存设置返回标准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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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带 Beep/Buzz（重启蜂鸣器会发出 S.B.R. - Seat Belt
Reminder 的信号）

（对于有需要的车型/市场）

该功能仅在服务网络关闭 S.B.R. 系统后才能显示。

Cornering lights

该功能允许用户启用/停用 cornering lights 功能。

要启用或停用该功能，按如下进行：

● 点按按钮 显示子菜单屏幕；
● 点按按钮 ，取决于前面的设置，显示屏闪烁 ON 或 OFF；
● 按下按钮 或 进行选择；
● 点按按钮 返回子菜单屏幕，或按住按钮数秒不保存设置返回标

准屏幕；
● 取决于用户在菜单中的位置，按住按钮 数秒返回标准屏幕或主

菜单。

行程 B 数据/启用（启用 Trip B）

该功能允许用户启用（On）或停用（Off） Trip B 显示（部分行
程）。更多信息，请参见“Trip computer”一节。

按如下进行启用/停用：

● 点按按钮 ，取决于前面的设置，显示屏闪烁 On 或 Off；
● 按下按钮 或 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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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按按钮 返回菜单屏幕，按住按钮数秒则不保存设置返回标准
屏幕。

设定日期（设置日期）

该功能允许用户更新日期（日 – 月 – 年）。

注意 不可以在装有数字行车记录仪的车辆上修改日期。

按如下进行更新：

● 点按按钮 ，“年”闪烁；
● 按下按钮 或 进行调整；
● 点按按钮 ，“月”闪烁；
● 按下按钮 或 进行调整；
● 点按按钮 ，“日”闪烁；
● 按下按钮 或 设定分钟。

注意 每按一次按钮 或 ，可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按住按
钮，速度限值自动增加或减少。

接近所要的值时，再按一次按钮进行设置。

● 点按按钮 返回菜单屏幕，按住按钮数秒则不保存设置返回标准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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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时间（设置时钟）

该功能允许用户通过两个子菜单设置时间：“时间”和“格式”。

注意 不可以在装有数字行车记录仪的车辆上修改时间。

设定时间按如下进行：

● 点按按钮 ，屏上显示“时间”和“格式”子菜单；
● 按下按钮 或 可在两个子菜单之间移动；
● 一旦选定要修改的子菜单，点按按钮 ；
● 如果进入“时间”子菜单：点按按钮 ，屏上的“小时”显示闪烁；
● 按下按钮 或 进行调整；
● 点按按钮 ，屏上的“分钟”显示闪烁；
● 按下按钮 或 设定分钟。

注意 每按一次按钮 或 ，可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按住按
钮，速度限值自动增加或减少。

接近所要的值时，再按一次按钮进行设置。

● 如果进入“格式”子菜单：点按按钮 ，显示模式闪烁；
● 按下按钮 或 选择“24h” 格式或 “12h”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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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调整后，点按按钮 返回子菜单屏幕，或按住按钮数秒不保存
设置返回主菜单屏幕。

● 取决于用户在菜单中的位置，再按住按钮 数秒返回标准屏幕或
主菜单。

语言

按如下步骤设定所需语言：

● 点按按钮 ，以前设定的“语言”闪烁；
● 按下按钮 或 进行选择；
● 点按按钮 返回菜单屏幕，按住按钮数秒则不保存设置返回标准

屏幕。

驾驶员可选的语言基于车辆注册所在国设定。

单位（设置单位）

该功能允许用户通过三个子菜单设置测量单位：“距离”、“油耗”和“温
度”。

按如下步骤设定所需单位：

● 点按按钮 显示三个子菜单；
● 按下按钮 或 可在三个子菜单之间移动；
● 一旦选定要修改的子菜单，点按按钮 ；
● 如果进入“距离”子菜单：点按按钮 ，取决于前面的设置，显示

屏闪烁“公里”或“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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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按钮 或 进行选择；
● 如果进入“油耗”子菜单：点按按钮 ，取决于前面的设置，显示

屏闪烁“公里/升”、“升/百公里”或“英里每加仑”；

如果设定“公里” 为单位，显示屏会参照消耗的燃油量允许设定油耗单
位（公里/升或升/百公里）。

如果设定“英里”为单位，屏上会以“英里每加仑”显示油耗量。

● 按下按钮 或 进行选择；
● 如果进入“温度”子菜单：点按按钮 ，取决于前面的设置，显示

屏闪烁“°C”或“°F”；
● 按下按钮 或 进行选择；

做完调整后，点按按钮 返回子菜单屏幕，或按住按钮数秒不保存
设置返回主菜单屏幕。

● 取决于用户在菜单中的位置，再按住按钮 数秒返回标准屏幕或
主菜单。

蜂鸣器音量（设置故障/警告蜂鸣器音量）

该功能允许用户设定蜂鸣器音量（选择 8 种水平之一）伴随故障/错误
的可视显示。

按如下步骤设定所需音量：

● 点按按钮 ，以前设定的“音量水平”闪烁；
● 按下按钮 或 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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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按按钮 返回菜单屏幕，按住按钮数秒则不保存设置返回标准
屏幕。

保养（定期保养）

该功能允许用户根据行驶里程查看何时保养到期。

使用保养功能还可以根据所达到的行驶里程（英里或公里）查看机油
更换何时到期。记住除遵守仪表台上提供的信息外，还必须遵守本手
册“定期保养”一章中给出的定期保养计划。

按如下步骤查看该信息：

● 点按按钮 ，取决于前面所做的设置，屏上会显示和闪烁下次保
养到期的公里数或英里数（见“单位 - 距离”一节）；

● 点按按钮 返回菜单屏幕或按住按钮数秒返回标准屏幕。

从保养到期前 2,000 公里（或相当的英里数）开始，将钥匙置
于（MAR-1 位）时，该显示会自动出现，每隔 200 公里（或相当的
英里数）重复一次。距离保养到期小于 200 公里时，会更频繁地提
醒。

取决于设定的测量单位，屏上会显示公里或英里。定期保养接近到期
时，将点火钥匙转到（MAR-1 位），即会出现“保养” 信息，接着是必
须做保养前还可行驶的公里/英里数。

联系服务网络，工作人员将执行安排好的“定期保养计划”并重置该显
示（reset）。



驾驶员操作区域

79

退出菜单

这是关闭菜单屏幕中所示的设置循环的最后的功能。点按按钮 ，
显示屏不保存设置返回标准屏幕。按下按钮 显示将返回到菜单
的第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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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计算机

一般信息

点火钥匙置于（MAR-1 位）时，“行程计算机”允许显示与车辆操作状
态相应的值。该功能包括两个单独的行程，称为“行程 A”和“行程 B”
，能够相互独立地监测车辆的整个行程（旅程）。

两种功能均可重置（reset - 开始新的行程）。

“行程 A” 允许显示以下值：

● 可行驶里程。
● 行驶的距离
● 平均油耗
● 瞬时油耗
● 旅行时间（行驶时间）。
● 平均速度。

“行程 B”允许显示以下值：

● 行驶的距离 B
● 平均油耗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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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速度 B
● 旅行时间 B（行驶时间）。

“行程 B”可以排除（见“启用行程 B” 一节）。“续驶里程”与“瞬时油
耗”的值不能重置。

显示值

可行驶里程。

表示使用油箱中的油还可以行驶的大致距离。

发生以下情况时，显示屏上会显示 “- - - -”：

● 续驶里程小于 50 公里（或 30 英里）
● 车辆静止，发动机长时间运转。

注意 续驶里程值的改变可能受多个因素影响：驾驶方式、道路类
型（高速公路、城市道路、山区等）、车辆工作条件（载荷类
型、轮胎压力等）。计划旅程时，这些因素必须都要考虑。

行驶的距离

表示从新行程开始以来走过的距离。

平均油耗

表示新行程开始以来的大致平均油耗。

瞬时油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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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油耗的变化，不断更新。如果发动机运转时车辆静止，显示屏上
会显示 “- - - -”。

平均速度

表示车辆按新行程开始以来的总时间计算的平均速度。

旅行时间

新行程开始以来经过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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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按钮

行程按钮 （1） 位于转向柱右侧组合开关（A）上，当点火钥匙置于
MAR-1 位时，允许显示前面所述的值，并且可以重置以开始新的行
程：

● 点按：显示行程值；
● 按住：重置（reset）行程值，开启新的行程。

新行程

进行重置后开始：

● 由用户“手动”，通过按下有关按钮；
● “自动”，当“行驶距离”达到 99999.9 公里或“总行驶时间”达到

999.59（999 小时和 59 分钟）时；
● • 电瓶分断并重新连接后。

注意 显示“行程 A”时进行重置操作，仅 reset 与该功能有关的值。

注意 显示“行程 B”时进行重置操作，仅 reset 与该功能有关的值。

行程启动程序

点火钥匙置于 MAR-1 位，按住 TRIP 0.00 按钮 2 秒以上进行重
置（reset）。

退出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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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所有值后或按住 SET ESC 按钮 1 秒钟以上，用户即自动退出行
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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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照明调整

该程序允许驾驶员在侧灯点亮时调整中央仪表台上的按钮亮度。

调整时，按如下进行：

1. 访问 “菜单”
2. 使用钥匙 （3） 和 （1） 将亮度水平从最小调整至最

大。按钮的背光照明不能关闭。
3. 按下按钮 SET （2），保存所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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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变速箱

（仅在装备自动变速箱时显示）

该程序允许驾驶员选择模式：

● 手动
● 自动

注意 仅在车辆静止时执行此操作。

按如下进行：

● 将点火钥匙置于 MAR-2 位并踩下制动踏板，在多功能显示屏
（1） 顶部将出现“踩下制动踏板”的信息。

● 当踏板踩下时，显示屏会以“变速箱 OK”的信息给出确认。
● 驾驶员现在可以选择两种工作模式中的一种：向左移变速杆可从一

种模式变成另一种模式。
● 在多功能显示屏上会通过图标 （2） 向驾驶员指示自动变速箱的

工作模式。
● 要从自动模式换入手动模式或者反过来从手动模式换入自动模式，

可将变速箱置入空档，在多功能显示屏 （1） 的顶部出现“将变速
箱置入 N 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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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变速箱 HI-MATIC

取决于发动机以及型式认证等级（欧 5或欧 6），显示屏上可能显示
两种不同类型的信息：

A：装备欧 5 发动机的车辆

ECO/PWR 显示替代其它发动机上不做管理的 AdBlue 液位显示。

B：装备欧 6 发动机的车辆

ECO/PWR 显示替代大灯调平显示。上下按箭头按钮可调出该显
示（仅在大灯点亮时）指示和/或调整大灯高度。5 秒钟后，大灯调
平显示消失，ECO/PWR 显示返回原位。

1. 外部温度
2. 日期
3. 总里程表计数
4. 有关变速箱速比和状态的信息（M 半自动– A 自动）
5. 时间
6. 图标区（比如：结冰风险）
7. ECO 模式或 PWR 模式接合
8. Ad-Blue 液位（仅对欧 6 车辆）

自动变速箱的显示屏策略是一样的。仅信号的位置改变了。

为了简化下面的解释，仅使用了一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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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仪表台（柴油车辆）

（按钮布置）

图中所示为完全版的仪表板按钮布置。
按钮是否存在以及布置情况因车型/市场
而异。

1. EcoSwitch 功能（*）（如果配
备。不适用于配备 HI-MATIC 自动
变速箱的车辆）。

2. 大灯定位调整/导航钥匙仪表台显
示菜单。

3. 导航仪表台显示菜单‘设定’按钮。
4. 大灯定位调整/导航钥匙仪表台显

示菜单。
5. 危险警告灯
6. 前雾灯
7. 后雾灯
8. ASR 关闭
9. 车门锁止/解锁控制。

10. Start & Stop（如果配备）
外开车门（供应商版本）。

11. 后聚光灯。
内部照明灯（公共汽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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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取力器接合。
内部照明灯（公共汽车型）。

13. 电热后视镜、风挡玻璃和后窗除
霜。

14. 差速器锁接合。

15. 速度限制器

16 LDWS Lane Departure Warning -
变道警告系统（如果配备）

17. 单元加热器（如果配备）。

18. 备用。

19. 备用。

20. 备用。

21. 电瓶切断 'ON' - Emergency
switch。

22. 电瓶切断 'OFF' - Emergency
switch。

23. 备用。

24 电源插座/点烟器（如果适用市场
和版本中配备）

25 USB 端口。
26 插座 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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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2 伏插座

（*）该功能直接作用于功率下降的发动
机。按下按钮时，按钮上的 LED 点亮，
同时，仪表组上显示激活信息。

此外，仅当面板为 MATRIX 时，符号
E（与按钮上的丝网印刷图案相同）在左
下方的信号图标专用区域中显示。该符号
将一直显示，直到通过按压按钮关闭该功
能（按钮上的 LED 灯关闭，仪表台上的
关闭信息消失）。

注意 有的按钮内置有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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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仪表台（天然气车辆）

（按钮布置）

图中所示为完全版的仪表板按钮布置。
按钮是否存在以及布置情况因车型/市场
而异。

1. 备用。
2. 大灯定位调整/导航钥匙仪表台显

示菜单。
3. 导航仪表台显示菜单‘设定’按钮。
4. 大灯定位调整/导航钥匙仪表台显

示菜单。
5. 危险警告灯
6. 前雾灯
7. 后雾灯
8. ASR 关闭
9. 车辆锁止/解锁控制。

10. 外开车门（供应商版本）。

11. 后聚光灯。

12. 取力器接合。

13. 电热后视镜、风挡玻璃和后窗除
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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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差速器锁接合。

15. 速度限制器

16 LDWS Lane Departure Warning -
变道警告系统（如果配备）

17. 备用。

18. 备用。

19. 备用。

20. 备用。

21. 电瓶切断 'ON' - Emergency
switch。

22. 电瓶切断 'OFF' - Emergency
switch。

23. 备用。

24 点烟器（如果配备）
25 USB 端口。
26 插座 AUX
27 12 伏插座

注意 有的按钮内置有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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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台上部

缓速器控制（如有）位于仪表台顶部，方向盘右侧。具体情况：

1. 四个位置控制杆（图中所示为：（a）; （b）; （c）; （d）);
2. 缓速器与制动踏板分离按钮。

注意 有关缓速器操作，请参见“起步和驾驶”一章。

仪表台左部

以下按钮位于方向盘左侧：

1. 降低按钮（空气悬挂）
2. 自调平按钮（空气悬挂）
3. 提升按钮（空气悬挂）

还有附加的独立加热器控制单元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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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装置和设备

座椅 97
头枕 100
扶手 101
座椅安全带 102
安全气囊 107
一般信息 107
安全气囊系统示意图 109
驾驶员侧前置气囊 110
安全气囊故障报警灯 111
副驾驶侧前置气囊 111
有关安全气囊使用的警告 114
方向盘调整 116
多功能转向柱组合开关 117
外部灯 118
喇叭 129
行车记录仪 130
“回家照明”功能 131
车内设备 132
储藏格间 - 仪表台上部 132
仪表台下部，副驾驶侧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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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机（如果配备） 137
蓝牙 ® 收音机 137
FUN 收音机 139
方向盘控制 140
方向盘控制预留（应要求） 141
收音机引脚 144
免责 145
空气分配图 146
采暖和通风 150
独立的辅助加热器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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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烟器 175
用户安装的附件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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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

带护罩的车辆缓行座椅
适用版本型号提供标准座椅或缓行座椅。

“去护罩”的版本配备缓行座椅 （1）。

注意 缓行座椅 （1） 的靠背上带有一张标贴，说明底盘车辆在缓行
和车身制造厂内移动时允许的最大速度。

带护罩的车辆版本可根据需要提供下图所示的座椅。

有两个自由度的座椅
座椅纵向位置调整
向上拉手柄 （1） 松开座椅以便前后移动。松开手柄后，座椅即锁止
在所要位置上。

▶ 注意！ 事故风险： 必须在车辆停止时调整座椅。松开手柄 (1)
后，一定要试着前后移动一下座椅，以确认座椅锁定。如果没
有锁定，座椅可能意外移动，进而导致驾驶员失去对车辆的控
制。

调整靠背倾角
向前转动旋钮 （2），可减小座椅相对座垫的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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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有四个自由度
座椅纵向位置调整
向上拉手柄 （1） 松开座椅以便前后移动。松开手柄后，座椅即锁止
在所要位置上。

调整靠背倾角
转动旋钮 （2） 用户可调整靠背。

调整座垫倾角
转动下侧旋钮 （4） 可调整座垫倾角

垂直位置与座垫位置调整
使用侧调整杆 （3） 调整座椅高度（直接“棘轮”控制）：向下移动调
整杆降低座椅，向上移动升高座椅。

▶ 注意！ 事故风险： 必须在车辆停止时调整座椅。松开手柄 (1)
后，一定要试着前后移动一下座椅，以确认座椅锁定。如果没
有锁定，座椅可能意外移动，进而导致驾驶员失去对车辆的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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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架调整（如果配备）
进车前，驾驶员必须先标定座椅悬挂，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旋钮
（5）（位于座椅前方，座垫前面／下面）直至量表对准其体重数
为止；之后在行驶中也可根据需要稍许转动手轮对悬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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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枕

（如果配备）

头枕可调整高度并自动锁止在所需的位置上。

按如下进行调整：

● 向上调整：提起头枕直至听到锁止机构扣合。
● 向下调整：按下按钮 （1） 降下头枕。

要拆下头枕，同时按下两支架侧面的按钮 （1） 和 （2） 并将头枕向
上拉。

▶ 注意！拆下头枕后别忘了行车前将头枕放回。

▶ 注意！要在车辆静止和发动机关机的情况下进行调整。头枕的
调整要保证是头部而不是颈部靠着头枕。只有这样才能有保护
作用。要使头枕发挥保护作用，调整靠背使上半身直立，头部
尽可能靠近头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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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手

（如果配备）

座椅可配备有扶手 （1）。转动小轮 （2） 调整高度。

注意 在系前座椅安全带之前，确保扶手处于垂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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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安全带

（在固定至底盘的集装箱中提供）

提供的底盘版本配备有 Air Bag 系统，因此也配备了安全带，该安全
带并未安装，存放在固定至底盘的容器内。以下是正确使用配备预张
紧器和高度调节器的安全带的准则。

配有卷筒机构的安全带可以自动卷带，佩系时有最大的自由活动量。

安全带配有负荷限制器和电控预紧器。另外，锚定点与座椅的连接方
式保证了无论座椅处于什么位置都可以提供正确的保护。

要系紧安全带，握住锁舌 （A） 并将其插入锁扣 （B） 中直到听到卡
入的声音。要松开安全带，可按下锁扣上端的按钮 （C）。卷收时要
拿着安全带防止扭曲。安全带不需要手动调节：安全带会自动调节到
最适合驾驶员的长度，允许其自由移动，前提是这些动作不是突然移
动。安全带锁止机构对车辆的位置改变比较敏感，因此安全带在下列
情况下会锁定：制动或突然加速，车辆在坡道或弯道上。

注意 在行驶中不要按下按钮 （C） 。

如果在出现上述情况之一后安全带锁止，要允许回卷一小段以
便停用锁止机构。

未系安全带报警灯
车辆配备有 S.B.R. (Seat Belt Reminder) 系统，该系统由仪表台上的
一个信号装置和一个报警灯组成。在车辆静止驾驶员未系安全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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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报警灯 将点亮并保持点亮。在车辆行驶中如果驾驶员未系好
安全带，报警灯会闪烁同时蜂鸣器响。

警告：
● 安全带必须系紧。安全带上部必须通过肩部，斜着跨过胸部。下部

必须靠在骨盆上而不是腹部。不要使用阻碍安全带贴靠在身体上的
其它装置（夹子，固定器等）。

● 为了提供最大保护，座椅靠背应保持直立位置，让后背靠在椅背上
并保持安全带贴紧胸部和骨盆。一定要始终系紧安全带！行驶中未
系安全带会增加碰撞中受伤甚至死亡的危险。

● 不要将安全带扣入另一座椅的锁扣中。安全带下部如果是贴靠在上
腹部而不是骨盆部位，在碰撞中可能造成内伤。

● 行驶中安全带不要处于手臂下面。发生碰撞时，乘员会向前冲，
可能伤及头部和颈部。另外，安全带压迫胸部可能造成严重的内
伤。

● 一般而言，切勿在安全带和成员之间附加任何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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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座椅靠背调整到接近垂直的位置；影响安全带性能的座椅位置是
一种潜在危险，应予避免。

注意 车辆上安装的座椅不适合儿童使用：安全带设计用于成年乘
员。

● 安全带切勿扭曲，下部安全带应舒适地绕过骨盆而不是腹部，以避
免乘员身体向前滑动。

● 要经常检查紧固螺栓是否拧紧，安全带是否损坏或磨损。
● 在发生重大事故后，必须更换安全带，即使安全带看上去没有损

坏：如有切口或磨损迹象也要更换（请服务网络安装安全带）。
● 不要进行可能会降低座椅安全带功能的车辆改装。
● 安全带可以方便地清洁，不用从车上拆下。要了解有关清洁方法

的信息，请阅读“车辆养护”一节。任何情况下，不要让卷筒机构进
水：惯性卷轴仅在不进水的情况下才能正常工作。安全带只应由服
务网络拆下。

▶ 注意！ 行车时应始终系紧安全带：不系紧安全带进行驾驶会增
加撞车时受伤的风险。在驾驶期间不要按下释放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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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
孕妇也必须使用安全带：佩系安全带可以减少她们自身和腹中婴儿受
伤的危险。孕妇应将安全带下部放到很低的位置，使之通过骨盆并在
腹部凸起的下方。

预紧器
为确保安全气囊的有效性，车辆前安全带配备有烟火式预紧器。在发
生猛烈的正面碰撞时，预紧器会将安全带收紧几厘米，确保安全带在
开始约束作用前适当贴紧乘员身体。

这些装置的干预作用由安全气囊控制单元控制，控制单元在探测到车
辆减速度达到某个阈值后会发出一个信号，触发烟火填料。

注意 为了帮助确保预紧器的最佳保护，佩系安全带时一定要让安全
带适度贴靠在您的胸部和骨盆处：通过这种方式保证安全带在
开始约束作用前与乘员身体贴合。

安全带锁指示该装置启用；可以看到少量烟冒出。烟没有毒，也并不
表明要着火。

预紧器动作后，按下锁扣上的按钮，可按通常方式解开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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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安全带报警灯点亮，立即联系服务网络。

警告：
● 预紧器只能使用一次，即使未系安全带，所有的预紧器也会动作。

因此，预紧器一旦动作，一定要请服务网络进行更换。
● 进行车辆作业时，如果包含有对预紧器部位的敲击、震动或局部

加热，有可能损坏或触发预紧器。由路面不平或误跨路缘之类造成
的振动，不会影响预紧器。如果要对车辆进行作业，要联系服务网
络。

● 预紧器不需要进行内部润滑或保养：对原装条件的任何改动都将影
响效率。如果预紧器受到水和泥、草的沾染，必须更换。

在任何情况下切勿擅自改动预紧器装置。擅自改动可能影响预紧器的
正常工作。必要时请咨询服务网络。

负荷限制器
（如果配备）

在配备安全气囊和安全带加预紧器的车辆上，为增加碰撞中的保护，
前座安全带的卷筒机构内设置了一个限力装置，控制在碰撞中安全带
约束时对胸部和肩部的作用力。

▶ 注意！进行车辆作业时，如果包含有对预紧器部位的敲击、
震动或局部加热（最多超过 100°C 数小时），有可能损坏或
触发预紧器。这些情况不包括由于路面不平和误跨路缘之类小
障碍造成的振动。如果要对这些装置进行作业，请联系服务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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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气囊

一般信息

在发生中高烈度的正面碰撞时，前置气囊（驾驶员和副驾驶员）可在
乘员和方向盘或仪表板之间布设一个空气缓冲垫，为乘员提供保护。

在发生正面或侧面碰撞时，如果达到了可能给副驾驶造成潜在危险的
加速度最小值，系统即会触发。

注意 所提供的值是近似的，取决于若干因素，包括车辆的重量等。

如果安全气囊在其它类型的碰撞中（侧、后碰撞、车辆滚翻等）未能
触发，并不表明系统发生了故障。

在电子控制单元探测到减速度超过了预设曲线时，便通过电雷管触发
化学发气剂反应。生成的气体充涨气囊并启用预紧器，带动和锁止安
全带卷筒机构。

减速度由两个加速计传感器探测。每次点火开关置于 （MAR-1） 位
时，便进行一次系统自检，仪表台安全气囊指示器点亮数秒。此时如
果发生碰撞，系统将无法启用安全气囊和预紧器。

安全气囊并不是要替代安全带的使用，而是作为安全带保护作用的补
充。乘员一定要佩系安全带，此外还应记住，按照不同交通法规的条
款，安全带的使用可能是强制性的。发生碰撞时，未系安全带的副驾
驶员会向前冲与正在膨胀的气囊相撞。

在这种情况下，会降低安全气囊提供的保护作用。

在以下情况中前置气囊可能不会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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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极易变形的物体正面碰撞，撞击并未牵涉车辆前表面（比如保险
杠撞到护栏）；

● 钻到其它车辆或护栏下面（比如：铰接车辆或护栏下面）；由于它
们不提供超越安全带的任何保护，因而不适宜膨开。在这类情况中
气囊不触发并不表示系统有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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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气囊系统示意图

1. 安全气囊和预紧器控制单元。
2. 多路传输 / 车身计算机节点。
3. 驾驶员气囊。
4. 钥匙开关。
5. 预紧器。
6. 仪表板
7. 副驾驶员安全气囊。
8. 侧面碰撞气囊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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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侧前置气囊

（如果配备）

安全气囊位于方向盘中间的一个专门隔间内。

驾驶时手要不离方向盘，这样在安全气囊膨胀时将不会遇到任何障
碍。

另外，驾驶时您的身体不要前倾，座椅靠背要保持直立位置，使脊柱
得到良好支撑。

行驶中，不要将物品放在腿上和胸前，嘴里不要叨着烟斗、铅笔或
其它物品。否则发生碰撞时，如果安全气囊启用，有可能造成严重伤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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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气囊故障报警灯

钥匙转到 MAR-1 位时，红色报警灯 亮起，但应在数秒后熄灭。
如果该灯常亮，表明安全气囊系统有故障。屏上会出现一条特定的讯
息。

如果将钥匙置于 MAR-1 时报警灯 不亮，或在行驶中报警灯常
亮（同时显示屏上显示相关信息），表明安全约束系统中可能有故
障；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碰撞时安全气囊或预紧器可能不动作，在少
数情况下还可能意外触发。

继续行车前，要联系服务网络立即检查安全气囊系统。报警灯 的
一种故障表现为报警灯 闪烁，表明前副驾驶员安全气囊停用。
另外，安全气囊系统会自动停用副驾驶侧安全气囊（对于配备相关装
备的车型版本/市场，前置气囊和侧气囊）。在这种情况下，报警灯
可能不会显示约束保护系统中的故障。继续行车前，要联系服务网络
立即检查安全气囊系统。

副驾驶侧前置气囊

（如果配备）

位于仪表板中的一个专门隔间内。

▶ 注意！事故风险！行驶中，不要将物品放在腿上和胸前，嘴里
不要叨着烟斗、铅笔或其它物品。否则发生碰撞时，如果安全
气囊启用，有可能造成严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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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驾驶安全气囊停用：

要停用安全气囊，可通过仪表台操作（见‘驾驶员座椅’一章）。安全气
囊停用时报警灯 点亮。

如果副驾驶侧安全气囊停用，即使非法规强制要求，也应立即重新启
用以提供乘员保护。

安全气囊报警灯副驾驶侧停用：

停用副驾驶前置气囊黄色报警灯 点亮。当副驾驶前置气囊启用且
点火钥匙置于 MAR-1 位时，报警灯 点亮，保持数秒后熄灭。

报警灯 中的一种故障通过报警灯 的点亮来指示。另外，安全气
囊系统将停用副驾驶侧安全气囊。

继续行车前，要联系服务网络立即检查安全气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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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前副驾驶侧安全气囊的车辆在遮阳板上有个标贴，标明在副驾驶
员安全气囊未停用时不可以安装后向儿童座椅。注意，车辆不允许载
运儿童座椅。无论是哪种型式的认证，车辆制造商均有义务在遮阳板
上贴上标志。

带护罩的车辆版本未提供标贴，但是配有车身的车辆上应该予以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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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安全气囊使用的警告

● 切勿将粘合剂或其他物品固定至方向盘或副驾驶侧气囊护盖。不要
在副驾驶侧仪表台上放置任何物体，以免阻碍安全气囊正确膨胀并
给车辆乘员造成伤害。

● 如果将钥匙置于 （MAR-1） 时报警灯 不亮，或在行驶中报警
灯常亮（同时显示屏上显示相关信息），表明安全约束系统中可
能有故障。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碰撞时安全气囊或预紧器可能不动
作，在少数情况下还可能意外触发。如果安全气囊不动作，要联系
服务网络立即对系统进行检查。

● 如果车辆被盗、被强行侵入、遭到破坏或水淹，要请服务网络检查
气囊系统。

● 提醒车辆用户本车辆并不是为运送儿童设计的，即使使用了儿童座
椅仍然不能确保最佳安全性。

● 插入点火钥匙并置入 （MAR-1） 位，即使发动机未运转，如果车
辆在静止时受到另一车辆的撞击，安全气囊也可能动作。为此，
如前面提到的，即使车辆是静止的，也切不可让儿童坐在前排座椅
上。

● 记住，如果钥匙置于 （STOP-0） 位，发生碰撞时将不会有安全
装置起作用（安全气囊或预紧器）；安全气囊在这种情况中不起作
用不能视为有系统故障。

● 转动钥匙置于（MAR-1） 位，报警灯 （副驾驶前置气囊启用
时）点亮，提醒副驾驶员安全气囊会在发生碰撞时起作用。该灯随
后熄灭。

● 前排气囊的激发条件包括车身下方受到猛烈撞击（例如：强烈碰撞
到台阶、铺装路面、路面凹坑或沉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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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气囊动作时，会放出少量粉尘：这些灰尘不会影响健康也没有
引发火灾的风险。

● 粉尘有可能刺激皮肤或眼睛：如出现这种情况，可用水和中性肥皂
冲洗。

● 所有有关安全气囊的检查、修理和更换均须由服务网络进行。
● 系统不需要任何检查或保养，但用户须记住，系统进行任何干预

后，由于控制单元的作用，仪表台上的报警灯会保持点亮，因此必
须更换整个系统。

● 在报废车辆前，要联系服务网络停用安全气囊系统。
● 前置安全气囊与侧安全气囊的展开取决于碰撞的类型。因此某个气

囊未展开并不表明系统有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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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盘调整

方向盘的位置可以通过调整其高度加以改变，使之与驾驶员的身高相
适合。

按如下说明进行这些调整：

● 接合驻车制动。
● 松开手柄 （1）。
● 用双手握住方向盘，升起或降低方向盘直至达到所需位置。
● 将手柄 （1） 锁定在所需的转向柱位置上。

▶ 注意！ 存在发生事故的风险。 仅在车辆完全停止并且拉上制
动器时才能调整方向盘，并在完成后锁止，否则车辆行驶时方
向盘可能会移动。检查车辆的可操控性。在特定情况下，如果
转向助力失效，即使转向系统机械部分连接正常，驾驶员也需
要更大的力进行转向。如果方向盘出现任何故障，请联系依维
柯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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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转向柱组合开关

左操纵杆
左操纵杆 （1） 控制以下功能：

● 外部灯（近光灯、远光灯/大灯闪烁）
● 转向指示灯

右操纵杆
右操纵杆 （2） 控制以下功能：

● 风挡玻璃雨刷器控制
● 清洁窗户
● 大灯清洗器（如果安装）
● 行程计算机屏幕上的“行程”导航（请参

见： “驾驶员座椅”一章）。

速度编程器控制杆（3）（Cruise
Control - 如果配备）。
有关该装置的操作，请参见：“起步和驾
驶” ( ➠ 页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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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灯

外部灯仅在点火钥匙处于 MAR-1 位时开启。

近光灯开启时，仪表板与仪表板控制灯亮起。

近光灯
左操纵杆
要开启近光灯，转动环形螺母 （A）。符号 必须指向参考标记

。

侧标志灯在近光灯开启时也亮起。

近光灯开启时，仪表板上的报警灯 点亮。

要关闭近光灯，可再次转动环形螺母 （A）。符号 必须指向参考
标记 。

▶ 注意！车辆必须始终可见。如果打开后车门遮住了灯光，必须
使用三角警示牌或符合所在国公路法的其它装置确保车辆可见
性，向其它道路使用者警示车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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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照明”功能
该功能允许在点火开关转到 STOP-0 位或钥匙拔出后近光灯再继续点
亮一段时间。如果使用转向柱组合开关开启远光灯，则该指令禁用。

如果在点火开关转到 STOP-0 位或拔出车钥匙两分钟内开启该功能，
则该功能可启用。操纵杆每动作一次（拉向方向盘），灯可延长点亮
30 秒，最多可达 210 秒。

如欲关闭该功能，请将控制杆 （A） 向方向盘的方向拉并保持 2 秒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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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光灯
近光灯开启时，将杆 （A） 拉向方向盘（第二个不稳定位置）。仪表
板上的报警灯 亮起。

要关闭远光灯并返回近光灯，朝方向盘拉动操纵杆 （A）（不稳定位
置）。

注意 不要在住宅区或接近其它车辆时使用远光灯。

大灯闪烁
将杆拉向方向盘（第一个不稳定位置），环形螺母处于任何位置。
仪表板上的报警灯 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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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行车灯(D.R.L - Day Running Light)
在点火开关处于 MAR-1 位且近光灯关闭时（在 （A） 环形螺母上，
符号须指向 参考标记），日间行车灯会自动开启；其他外部灯和
内部灯保持关闭。

日间行车灯不能关闭。从 以外的位置转动旋钮 （A） 时，日间
行车灯关闭。

需强调指出的是，在车辆行驶所在国和地区，日间灯的使用受高速公
路法规的管制，我们提醒您：

● 在有法律要求的地方，日间行车时，日间行车灯是近光灯的备选。
即使在某些国家法律没有要求，日间行车灯也是允许使用的。

● 在夜间行驶或隧道内部时，日间行车灯不得取代近光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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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雾灯
要接通雾灯，按下中央仪表台上的按钮 （1） 。

无论近光灯接通还是关闭均可接通雾灯；如果近光灯关闭，侧灯会自
动接通。

注意 点火开关每次转到 STOP-0 位都会关闭雾灯。再次将开关置于
MAR-1 位时，必须再次按下按钮 （1） 。

带“转向”功能的雾灯（如果配备）
该功能通过仪表台多功能数字显示器菜单的特定屏幕启用，与雾灯的
普通用法无关，可使用按钮 和 进行选择。在“cornering”功
能接入后，每次接近弯道时或相应的转向指示灯亮起时，弯道内侧对
应的雾灯就会自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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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功能要起作用，须满足以下条件：

● 点火开关处于 MAR-1 位；
● 倒档未接合；
● 近光灯；
● 车速低于 40 公里/小时。

如果以上条件有一个未满足，即使从仪表板选了“转向”功能也无法启
用。如果转向角的情况与转向指示灯的激活有冲突，转向角的值将决
定车灯是否开启。

转向指示灯
将组合开关移动到稳定的位置。

● 向前（“R”位置）：右转向指示灯亮起时，显示屏上的 指示灯闪
烁。

● 向后（“L”位置）：左转向指示灯亮起时，显示屏上的 指示灯闪
烁。

当车辆回到直线行驶时，转向指示灯自动关闭。

换道功能
如果驾驶员想表达换道的意愿，必须将左操纵杆拨到不稳定位置不到
一秒钟。所选择一侧的转向指示灯将接通并短时闪烁然后自动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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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高速公路上超车时这个功能很有用。



控制装置和设备

125

Emergency Stop Signalling (ESS)
（带护罩的版本无法验证该功能，但是装
配车身的车辆可以验证）

在紧急情况下突然制动时，利用该功能可
同时以闪烁模式开启后转向指示灯。

该功能可在以下条件下启用：

● 点火开关处于 MAR-1 位；
● 危险报警灯按钮未按下；
● 踩下制动踏板；
● 进行制动时的车速大于50 公里/小时；
● 失火惯性开关 - 应急指令（不是所有

车辆上都提供）未启用。

如果这些条件未满足，ESS 立即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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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雾灯
（带护罩的版本无法验证该功能，但是装配车身的车辆可以验证）

要接通后雾灯必须先接通近光灯或雾灯，然后按下位于中央仪表台的
不稳定按钮 （2） ，仪表台上的相应图标会亮起。 .

风挡玻璃清洗器
（带护罩的版本无法验证该功能，但是装配车身的车辆可以验证）

该操作仅在点火开关处于 MAR-1 位时执行。为操作风挡玻璃清洗
器，按上面刻印的箭头所示向下推操纵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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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操作风挡玻璃清洗器，向下拨方向盘操纵杆 （3），如上面刻印的
箭头所示。

风挡玻璃雨刷器
（带护罩的版本无法验证该功能，但是装配车身的车辆可以验证）

该操作仅在点火开关处于 MAR-1 位时执行。

转动右操纵杆上的控制 （B） 可进入四个不同位置中的一个：

风挡玻璃雨刷器停止。

间歇工作。

慢速连续工作。

快速连续工作。

将操纵杆充分上拨（不稳定位置）令雨刷器快速连续工作。此操作时
间限定取决于操纵杆在该位置上的保持时间。松开后，操纵杆即返回
到原位，风挡玻璃雨刷器自动停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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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不要使用风挡玻璃雨刷器清除风挡玻璃上的冰或积雪。
这样做会使雨刷器过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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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

按下方向盘中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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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记录仪

（如果要求或配备）

有关行车记录仪的使用信息，请参见制造商提供的用户手册。
重量（带或不带挂车）超过 3.5 吨的车辆必须安装行车记录仪。

改动此控制仪表或信号传输系统影响控制仪表的注册，尤其在以欺诈
为目的时，可能触犯公路法与国家刑法或行政法。

行车记录仪由授权人员安装和密封：不要以任何方式探查该装置或相
关电源和注册电缆。安装行车记录仪的车主有责任确保该装置定期接
受检查。

该检查必须按照公路法与国家法规中规定的既定到期日进行。还必须
进行确认装置工作正常的测试。确保每次检查后都更新标识牌并包含
规定的数据。

有关任何进一步的信息，请与装置的制造商联系。

注意 如果安装行车记录仪后，车辆闲置了 5 天以上，建议断开电瓶
负极端子以免电瓶亏电。

有关装置的外部清洁，请参见“车辆养护”一节。



控制装置和设备

131

“回家照明”功能

该功能允许在点火开关转到 STOP-0 位或钥匙拔出后近光灯再继续点
亮一段时间。如果使用转向柱组合开关开启远光灯，则该指令禁用。

如果在点火开关转到 STOP-0 位或拔出车钥匙两分钟内开启该功能，
则该功能可启用。操纵杆每动作一次（拉向方向盘），灯可延长点亮
30 秒，最多可达 210 秒。

如欲关闭该功能，请将控制杆 （A） 向方向盘的方向拉并保持 2 秒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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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内设备

储藏格间 - 仪表台上部

以下带门的格间位于仪表台上部：

1. 驾驶员侧格间

（A） GPS 天线可布置在此格间内，如果车上配备了此选项的话。

如果配有此天线，往格间里放东西时要小心，不要损坏天线。

2. 中央格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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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副驾驶侧格间。

▶ 注意！事故风险！在行驶中确保车门正确关闭不会意外打开妨
碍视线。另外，如果安全气囊需要启用，其展开可能受阻。

仪表台下部，副驾驶侧

仪表台下部，副驾驶侧

以下可选：

1. 开式格间
2. 带门格间。

标示牌可在装备制动力调节器的车辆内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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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空调单元的车辆

对于配备空调单元的车辆，格间带冷藏功能。要调节制冷度，操作手
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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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格间位于仪表台中部。

1. 格间用来安装售后市场选配的收音机。
2. 适合存放小件物品的格间。
3. 行车记录仪格间，在可选装或强制配备行车记录仪的车辆上。
4. 适合存放小件物品的格间（无钥匙时）。
5. 文件隔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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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以下设备替代格间 （4）：

6. 杯托。

7.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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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机（如果配备）

蓝牙 ® 收音机

车辆在售后市场可配备两种类型的收音
机，其功能有所不同：

（A） Radio Bluetooth®

该收音机具有以下功能：

● 收音机FM
● CD-Rom 播放器
● 电话/收音机蓝牙 ® 连接的管理
● 插座 USB
● 插座 AUX
● iPod® 和 iPhone® 管理播放 MP3/

WMA 文件



138

控制装置和设备

702509

注意 位于中央仪表台的插座 （1） 和 （2） 提供了 USB 和 AUX 功
能（有关更准确的位置，请参见“中央仪表台”一节）。

有关使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随收音机提供的使用手册。



控制装置和设备

139

FUN 收音机

（如果配备）

可选的第二种收音机如下所示：

（B ） Radio FUN

其功能如下：

● FM 收音机
● 微型 USB 端口
● AUX 插座

注意 有关使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随收
音机提供的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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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盘控制

在配备蓝牙 ® 收音机的车辆上，方向盘具
有以下按钮：

（1） 选择音频源（相当于收音机上的
SRC 按钮或无线电导航仪上的 VOICE 按
钮）。

（2） 音量 + / 音量 - 。

（3）Mute.

（4） 接听电话。

（5） 收音机：scan + / scan - ; 其它音频
源：track + / track -.

（6） 结束电话。

有关正确操作的信息请参见收音机手册。

注意 如果车辆装备有无线电导航仪，
方向盘上的按钮可能有所不同。
请参见相应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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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盘控制预留（应要求）

除收音机连接器 A 和 B 外，还有 5 条单
独的电缆连接“售后市场”配备的收音机与
方向盘控制。

连接器描述：

● 粉色线（代码 9020）：左方向盘控
制信号

● 粉色线（代码 9019）：右方向盘控
制信号

● 棕色线：方向盘控制信号接地
● 白色线：倒档接合信号（倒档接合时

供给的电瓶电压，接通分离继电器，
最大电流 100 mA）

方向盘上的控制采用了电阻编码，以下
为对地电阻值（公差 5 % ，最大功率 1/4
W），与可提供的功能关联：

（1） SRC OK：5 欧姆

（2） 音量 + ：178 欧姆

（2） 音量 -：79 欧姆

（3）Mute ：398 欧姆

（4） TEL ON：398 欧姆

（5） SCAN UP：178 欧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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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CAN DOWN：79 欧姆

（6）TEL OFF：5 欧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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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电缆外包的绝缘后，加上与所安装装置适合的端子与接头进行连
接。

如果与附加装置不兼容（比如控制读数不正确），可通过分断 2 针
插头 （ST19） 断开方向盘控制（方向盘控制连接器至 BCM 控制单
元：针脚 1- H.51；针脚 2 H.40），位于仪表台的保险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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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机引脚

如果车辆带有收音机预留设施，则可以按照表中的指示，安装一部售
后市场选配的收音机：

端子块 针脚 说明

A

1 CAN H（低速 – 高信号）

2 未连接

3 CAN L（低速信号 – 低）

4 点火（+12 伏）

5 12V 开关（输出）最大150 mA

6 照明

7 电瓶（+ 12V）

8 GND

B

1 右车门板扬声器 +

2 右车门板扬声器 –

3 安装在右侧的高频扬声器 +

4 安装在右侧的高频扬声器 –

5 安装在左侧的高频扬声器 +

6 安装在左侧的高频扬声器 –

7 左车门板扬声器 +

8 左车门板扬声器 –

C 1- 17 未连接

D 1-10 未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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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

许可的使用条件
● 该装置只能在驾驶与交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在使用该装置前，确认操作不会造成妨碍，或使驾驶员及车内的
其它乘员或其它道路使用者有受到伤害的危险。一定要遵守公路法
规。

● 驾驶员在车内一定要能够及时听到警车、消防车或救护车的警笛
声。为此，使用该装置时，确保将音量调整到适合特定的驾驶与交
通条件的水平。

● 只使用允许的具有适宜安全性、电磁兼容性和射频保护水平的连接
电缆及其他外部装置。如果改装未得到收音机制造商的事先书面授
权，将不再能保证符合当前法规。

● 不要在装置隔间或座孔中放置异物；否则可能损坏装置或造成人身
伤害。

● 不要让装置接触炽热的物体（比如烟头等）。
● 有关装置的清洁，请参见‘车辆养护’一节。
● 仅适用采用触摸屏的装置：不要对 LCD 显示施加任何压力（用手

指或其它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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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分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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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固定式侧出风口。
2. 可调侧通风口。
3. 上固定出风口。
4. 可调中央出风口。
5. 可调侧通风口。
6. 下固定出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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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出风口

1. 固定式侧出风口（气流朝向车门窗）。
2. 可调侧通风口。
3. 向右/ 向左/ 向上 / 向下调整气流的滑块。
4. 出风口开启和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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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出风口

1. 可调侧通风口。
2. 向右 / 向左 / 向上 / 向下调整气流的

滑块。
3. 出风口开启和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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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和通风

手动空调系统（基本系统）
1. 空气温度控制旋钮（冷热风混合）。
2. 在相应工作转速下启用风扇的旋钮。
3. 接通空气内循环功能的按钮：防止外

部空气进入。
4. 空气分配按如下控制：

气流朝向乘员头部；
气流朝向乘员头部和脚部；
气流朝向乘员脚部；
气流朝向乘员脚部和风挡玻璃；

吹向风挡玻璃。
5. 接合空调系统的按钮（如果配备）。

系统配备了一个花粉过滤器用来清
洁进气。请按车辆保养计划表中所示
间隔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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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空调装置（如果配备）
1. 接通空气内循环功能的按钮。防止外

界空气进入。
2. 用于空气温度调整的环形螺母。
3. 显示屏显示空气温度。
4. 接通空调压缩机的按钮。系统配备了

一个花粉过滤器用来清洁进气。请按
车辆保养计划表中所示间隔进行更
换。

5. 接通与关闭系统的开关。
6. 空气分配按钮，上部风。
7. 空气分配按钮，面部风。
8. 空气分配按钮，脚部风。
9. 快速除霜/除雾功能开关。系统为除

霜/除雾功能做了预留。
10. 电磁阀环形螺母用来调整风扇速度。
11. 电风扇速度显示。
12. ‘AUTO’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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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自动气候控制单元调整车厢内的空气温度。系统可使车厢内保持舒
适，补偿外界空气温度的变化。

自动控制的参数和功能是：

● 驾驶员侧/前副驾驶侧出风温度；
● 驾驶员侧/前副驾驶侧出风口的气流分配；
● 风扇速度（连续改变气流）；
● 压缩机接合（空气冷却/除湿）；
● 空气内循环。

手动设置一项功能不影响其它自动控制的功能控制。引入车厢的空
气量是由电控风扇调整的，与车速无关。引入的空气温度始终是根据
显示的温度设置自动控制的（系统关闭或压缩机未接合的某些情况除
外）。系统允许以下手动设置或改动：

● 空气温度；
● 电风扇速度（连续变化）；
● 空气分配；
● 压缩机启用；
● 快速除霜/除雾功能；
● 空气内循环；
● 系统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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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功能均可手动调整，即通过干预系统，选择一个或多个功能
及改变参数。这样，手动调整的功能会关闭自动控制，系统只为了安
全性原因才会干预。

手动选择的优先级总是高于自动选择并加以保存，直到按下自动按钮
为止，除非系统为了特别的安全性原因进行干预。

▶ 注意！气候控制单元系统通过一个平均辐射温度传感器探测车
厢内部的温度，传感器装在车顶的护面内，靠近后视镜。以任
何类型的物体阻碍该传感器的视野锥都可能使气候控制单元无
法正常工作。

气候控制单元可以识别车厢内极冷（或极热）的情况，因而能够更好
地发挥系统的潜能。

注意 为了优化舒适性管理，基准温度定为 2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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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气候控制单元
系统可通过多种方式接通：

● 按下按钮 （1） 启用通风。转动环形螺母 （2） 调整电风扇速
度。按下按钮 （3），（4） 或 （5） 中的一个选择系统的出风方
向。

● 按下 AUTO （6） 按钮并转动旋钮设定所要的温度。

这样，系统将开始工作，以全自动模式调整温度、引入车厢的风量和
方向并管理内循环功能及空调压缩机的接合。

在自动模式下，系统可以随时改变设定的温度：系统会自动修改设置
和适应新要求。

这样，气候控制单元会继续自动管理所有功能，手动改动的那些功能
除外。

在全自动模式（AUTO）下工作时，通过改变气流分配和/或流
量（不显示），自动功能 LED 灯关闭，系统进入手动（MANUAL）
模式（显示所要的流量和配送） -

压缩机停用时，仅在系统能够保证车内的舒适温度时才继续自动工
作模式，否则系统会转为手动模式工作（显示屏上的设定温度开始闪
烁）。对于整个车厢而言，风扇速度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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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转动环形螺母 （7） 调整输出温度。向左转动环形螺母 （7） 直
到止动位，接合 LO 功能（最大冷却）。向右转动环形螺母直到止动
位，接合 HI 功能（最大加热）。要取消这些功能，向左或向右转动
环形螺母。

注意 最低设定温度为 16 度。最高为 32 度。

选择空气分配
按下按钮 （8）、（9） 和 （10 ），可以手动选定六种可能的送风设
置之一：

● 气流流向风挡玻璃出风口和前侧车窗给车窗除雾/除霜。
● 气流流向仪表台中央和侧通风口，在热天配送胸部风和面部风。
● 气流流向脚部。这种送风是最快的车厢内部升温方式，可以立即产

生温暖的感觉。
● 气流分别送往脚部周围区域（热风）和仪表台中央出风口及侧出风

口（冷风）。这种送风方式适合在春季和夏季有直射阳光时使用。
● 气流分别送往脚部周围区域和用于风挡玻璃和前侧车窗除雾/除霜

的出风口。这种送风方式可加热车厢内部同时不使车窗起雾。
● 气流分别送往风挡玻璃的除雾/除霜区和仪表台上的中央出风口与

侧出风口。这样的送风方式适宜在有直射阳光时向风挡玻璃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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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这些送风方式可以组合使用。

注意 始终由仪表台侧出风口出风：仍可使用相应出风口旁的选择器
中止气流。

在 AUTO 模式下，气候控制单元自动管理空气分配（按钮
（8）、（9）、（10） 上的 LED 灯关闭）。

手动设定时，空气分配由所选按钮上的 LED 灯点亮显示。

在组合功能中，按下一个按钮将在已设定功能的同时启用该按钮控
制的功能。但如果按下的是已启用功能的按钮，则该功能会被取消，
相应的 LED 灯熄灭。

在手动选择后，要恢复空气分配的自动控制，可按下按钮 AUTO。

风扇速度调整
转动旋钮（10） 增加/减少风扇速度。

显示设定速度。

● 最大风扇速度：所有指示条均为白色。
● 最小风扇速度：只有一个白色指示条。

只有通过按下按钮 （4） 停用空调压缩机后才能停用风扇。

警告：在手动调整后，要恢复风扇速度的自动控制，可按下 AUTO 按
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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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 按钮
按下按钮 AUTO（按钮上的 LED 灯点亮），气候控制单元会在各个
方面自动调整：

● 引入车厢的空气量和方向；
● 空调压缩机；
● 空气内循环；

取消以前的所有手动调整。

该情况通过按钮 AUTO 上的 LED 灯点亮来表示。

通过在 LED AUTO 点亮时按下按钮 AUTO，操作进入完全手动模
式；系统显示当前的气流和配送将不再自动管理。

通过至少对送风或风扇速度的手动干预，LED 灯熄灭，显示系统不再
自动控制各功能。

停用压缩机仅在系统不能保证舒适条件（取决于温度设定）时才会停
止自动系统的运行。

警告 如果系统不能保证车厢内各处达到/维持所需要的温度，显示的
设定温度会闪烁数秒。

在进行一项或多项手动选择后要恢复系统的自动控制，可按下按钮
AUTO。

空气内循环功能
此功能在车外空气质量重度污染情况下（交通拥堵、隧道内等），
或者在驾驶室内需要快速加热时尤其有用。因此不建议长时间使用，
尤其是车上有乘客时。



158

控制装置和设备

注意 不要在雨天/冷天使用空气内循环功能，以防止车窗起雾。

空气内循环按以下操作逻辑控制：

● 强制启用（空气内循环始终接合）：通过按钮 （1） 上的 LED 灯
点亮表示；

● 强制停用（空气内循环始终停用，外部进气）：通过按钮 （1）
上的 LED 灯熄灭表示。

强制接通/停用可通过按钮 （1） 选择。

通过按下 on/off 按钮，气候控制单元自动循环车内空气（按钮 （1）
上的 LED 灯点亮）。

按下按钮 （1） 还可以启用外部空气循环（按钮上的 LED 灯熄
灭），反之亦然。

自动工作时，空气循环由系统根据外部气候自动管理。

注意！当外部温度低时，空气内循环停用（外部进气）以防止车窗起
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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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压缩机
按下按钮 （4） 接合/分离压缩机（接合时按钮上的 LED 灯点亮）。

即使发动机已经关机，仍会保存压缩机分离。

压缩机分离后，系统停用空气内循环防止车窗起雾。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系统能够维持所要的温度，LED AUTO 不熄灭。

但如果不能维持所要的温度，设定温度会闪烁几秒钟，LED AUTO 熄
灭。

要恢复压缩机接合自动控制，可再次按下按钮 （4） 或按下 AUTO 按
钮。

压缩机停用时：

● 如果外界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气候控制单元将不能满足请求。显示
屏上的设定温度会闪烁几秒钟表明这种情况。

● 可以手动重新设置风扇速度。

当压缩机启用和发动机运转时，手动通风不能降至最低转速以下。

警告 压缩机停用时，不能向车厢内引入低于外界温度的空气。另外，
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由于空气不能除湿，车窗可能很快起雾。

快速车窗除霜/除雾
按下按钮 启用（按钮上的 LED 灯点亮）风挡玻璃和侧窗除雾/除
霜。

气候控制单元进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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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气候条件允许时接合空调压缩机；
● 停用空气内循环；
● 设定最高温度；
● 根据发动机冷却液温度启用风扇速度；
● 将气流引向风挡玻璃出风口和前侧车窗出风口；
● 风扇速度显示；

警告 发动机冷却液达到合适的温度后，快速除雾/除霜功能仍保持启
用约 3 分钟。

功能启用时，AUTO 按钮上的 LED 灯熄灭。

按下按钮 （1）、（4）、（6）、（7）、（8） 或 AUTO，气候控制
单元会关闭快速车窗除雾/除霜功能。

通过选择送风至脚部/风挡玻璃或只送风至风挡玻璃，空调压缩机启
用（A/C 上的 LED 灯点亮），且空气内循环设定至“外部空气”（按钮
（1） 上的 LED 灯熄灭）。

该逻辑可以确保有最佳的可见性。但仍然可以手动控制空气内循环和
空调压缩机。

辅助加热器位于气候自动控制总成（PTC）内部
它可以使车厢内部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更快升温。

达到舒适条件时，该加热器自动关闭。

发动机运行时辅助加热器根据环境条件自动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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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加热器仅在外部温度低和发动机冷却液温度低的情况下工作。
如果电瓶电压不足，加热器将不能启用。

关闭气候控制单元
按下按钮 （5）。

气候控制单元关闭：

● 空气内循环接合，将车厢内部与外界隔离；
● 压缩机停用；
● 风扇停止；

警告 气候控制单元保存关闭前的设定温度，按下系统的任一按钮时即
可恢复该温度（按钮 除外）。

要使气候控制单元恢复全自动模式，按下按钮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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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辅助加热器

（如果配备）

注意 在开启加热器前，为获得最大效率和舒适性，当点火钥匙置于
MAR-1 位时，可将风扇控制设定为“MAX DEF”（自动空调控制
单元）或将空气引到脚部和中央（手动空调控制单元）并通过
按下按钮（1）接合内循环。

一般信息
车辆可能设有辅助加热器，可以精确设定其工作时间，从 1 分钟到
24 小时不等。可以做三种不同的工作时间编程，但每次只能启用一
种。工作时间可以在 10 与 60 分钟之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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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独立的辅助加热器
控制器
在使用时钟控制时，要记住在符号快速闪烁时您正处在调整模式下。
如果 5 秒内未按下按钮，则会保存显示的时间。如果按下按钮 （8）
或 （3） 两秒以上，即进入快速后退/前进模式。

启动
手动： 通过操作即时加热按钮 （6）。屏上会显示加热持续时间和加
热模式符号 （9）。

10 秒后加热持续时间停止显示。

自动： 在编程加热或通风启用时（如果配备）。屏上显示编程号与加
热 （9） 或通风 （2） 模式符号（如果配备）。

解除
手动： 通过操作即时加热按钮 （6）。

自动： 带有编程的工作时间限制。

在加热持续时间结束时，显示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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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时间
在加热模式启用时该功能不可用。

按住按钮 （4）： 同时按下按钮 （3）（前进）或 （8）（后退）。

松开按钮 （4）：

显示时间，时钟符号 （7） 闪烁。

用按钮 （3）（前进）或 （8）（后退）设定时间。

关闭显示或按下按钮 （4） 保存设定的时间。

查询设定时间
按下按钮 （3）（前进）或 （8）（后退）。

在加热模式启用时，屏上会显示剩余的工作时间。

模式切换（如果该车型装备）
操作按钮 （4）。

再次操作按钮 （4） 并按住。

显示上次所选的模式（加热 （9） 或通风 （2） - 如果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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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加热开始时间
操作按钮 （4）。在 10 秒内按下按钮 （3）（前进）或 （8）（后
退），直到屏上显示所要的开始加热时间。如果想要另一个编程数
字，可在 10 秒内按下按钮 （4）。

原厂设置：

预选时间 1： 06：00

预选时间 2：16：00

预选时间 3： 22：00

警告： 输入新设置后会取消原厂设置。在下次更改前，预选的时间会
保存在内存中。

如果时钟断开（比如： 电瓶断开），将恢复原厂设置。

关闭预选时间
点按按钮 （4）。

选择与启用预选时间
10 秒钟内按下按钮 （4），直至显示具有所要预选时间的编程号为
止。约 10 秒后，您所选的预选时间会自动启用，不需要按另一按钮
再次确认。

激活模式（加热 9）和程序号闪烁直到加热器开始工作。

警告： 启用预选时间要考虑在专门的注意事项框中所述的停驻车辆加
热的安全规定。总之，停驻时的加热会在激活的预选时间起动，不管
车辆是停止还是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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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持续时间
按住按钮 （4）。同时按下按钮 （3）（前进）或 （8）（后退）。

松开按钮 （4）：显示时间和时钟符号 （7）。

再次按住按钮 （4）。同时按下按钮 （3）（前进）或 （8）（后
退）。

松开按钮 （4）：显示设定的持续时间，时钟符号 （9） 闪烁。

用按钮 （3）（前进）或 （8）（后退）设定持续时间。

关闭显示或按下按钮 （4） 保存设定的持续时间。

设定剩余的工作时间
在加热模式下，可用按钮 （3）（前进）或 （8）（后退）将剩余工
作时间修改为 10 至 60 分钟之间的不同持续时间。

注意！

▶ 注意夏令时/标准时间设置。
▶ 尽管程度较轻，加热器也像发动机一样要消耗燃油，因此为了

避免可能的中毒和窒息，即使有远程时间选择系统，也不能在
未装备排气设施的封闭场所（如车库或车间之类）启用辅助加
热器，就是短时间启用也不允许。

▶ 在加注燃油时和在服务站附近要关闭加热器以避免引发爆炸
或火灾。在有可燃蒸气或粉尘的场所（比如有可燃物沉积、
煤炭、锯末或谷物的场所）也必须关闭加热器。

▶ 切勿将车停在纸、草或干树叶之类的可燃物上面：有失火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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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热器周围的温度不得越过 120°C（比如，在车身烘房中进行
喷漆操作时）。过高的温度可能损害电子控制单元部件。

▶ 在发动机关机后工作时，加热器会消耗电瓶的电能；因此应在
发动机运行时工作足够的时间，以便将电瓶恢复到正确的充电
状态。

▶ 对于保养与修理作业，一定要只与服务网络联系并且只使用原
装备件。

▶ 辅助加热器的加注。为了防止车辆燃油耗干，在车辆燃油液位
接近储备油量时禁止对辅助加热器进行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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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AS - 电子控制空气悬架

（如果配备）

车辆的任何升、降和调平操作均应使用仪表板上的一组按钮在车辆装
载与卸载之前进行。可使用该系统帮助货物装卸、带雪地防滑链行驶
及越过坡道和凸起的操作。

为帮助装载操作，可按下按钮 （3）（在侧面仪表板上）降低车辆高
度。按下按钮 （1）（在侧面仪表板上）可升起车辆后部。

注意 执行装卸操作后，在起步前最好用按钮 （2）（在侧面仪表板
上）使悬架回到调平位置。

如果车辆未处于正确的位置即起步，系统会在 10 公里/小时车速下自
动进行车辆的调平。

在进行上述操作时，仪表板上的指示器 （4） 会闪烁，直至底盘调平
为止。如果此指示灯点亮，可能表示：

● 慢速闪亮：上坡或下坡，底盘未调平。
● 快速闪亮： 电动压缩机过热。
● 常亮：有故障。在这种情况下，请与服务网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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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偏离警告（LDWS）（如果配备）

（带护罩的版本无法验证该功能，但是装配车身的车辆可以验证）

车道偏离警告系统（LDWS）显示车辆正在越过行驶车道的标志线，
警告疏忽或倦怠的驾驶员车辆马上就要偏离车道。

该系统利用了计算机视觉技术，以摄像头/传感器 （1） 对车辆相对水
平路面标志的位置探测为基础。摄像头是位于风挡玻璃顶部的一个固
定装置。

如果换入道路左侧或右侧车道，系统将通过声音信号和控制面板上的
指示提醒驾驶员。

蜂鸣器

警告包括关闭收音机的声音，意外换道一侧的扬声器发出警告信
号（模拟放大的轮胎和路面之间摩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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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台指示

显示屏根据所装的仪表台类型（Matrix 型或 Comfort 型）显示以下项
目：

仪表台 Matrix

（A） 即将交叉变道图标。

（B）（显示屏讯息区）信息：‘保持车道’。

仪表台 'Comfort'

（A） “常规故障”图标’。

（B）（显示屏讯息区）信息：‘保持车道’。



控制装置和设备

171

车辆起动，点火开关置于‘MAR - 1’位时，不管以前是什么状态（on
或 off），系统都会进行一次约 4 秒钟的初始化。这种情况以LED 灯
（3） 点亮为信号。初始化一完成，LED 灯即熄灭。

完成初始化后（即系统接合，LED 灯 （3） 熄灭），LDWS 仅在车
速超过 60 公里/小时时通知驾驶员。如果车速超过 60 公里/小时，
系统会继续警示驾驶员直至车速降到 55 公里/小时以下。如果车速降
到 55 公里/小时以下，将不会再向驾驶员警告，直到车速超过 60 公
里/小时。然后会再次出现警告，直至车速降到 55 公里/小时以下。

该系统可通过开关 （2） 停用，使驾驶员可以实现全面控制。

开关中内置的 LED 灯 （3） 显示系统的运行模式。LED 灯熄灭时系
统启用。LED 灯点亮时系统停用。

如果转向指示器接合，会禁用与偏离路面水平标志有关的警告信号，
方式与转向指示器未接合时一样。不过，如果在与所接合的转向信号
器相反的方向上越过路面水平标志，该信号将仍保持激活。

比如：在左转向指示灯接合时，如果汽车越过了所行驶车道左侧的水
平路面标志，将不会给出警告信号。相反，如果越过车道右侧的水平
路面标志，系统将会警告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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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Lane Departure Warning (LDWS) 可通过监测转向指示灯的使
用情况识别有目的的变道。

风挡玻璃必须加以清洁以便摄像头能够看清标志。

当在行车密度高的高速公路等道路上行驶时，建议使用 Lane
Departure Warning (LDWS) 系统。

启用危险警告灯（hazard）后，在越过行驶车道两侧的水平路
面标志时，车道偏离的警告将受到抑制。

如果车辆 CAN 总线有错误或无法读取数据，仪表台上将给出
一个信号。如果错误是不相关的，系统会加以识别但仍保持启
用（上面所述的 LED 灯 （3） 仍保持熄灭）。如果错误是相
关的，系统将停用（LED 灯 （3） 点亮）。在这种情况下，
请与服务网络联系。

▶ 注意！事故风险！Lane Departure Warning 系统对于预防因
分神或疲劳导致的事故非常有效，但它仍属不可操控或纠正车
辆方向的驾驶辅助设备。请记住，对于车辆的驾驶方式，驾驶
员是唯一的责任人，因而驾驶员必须注意道路上发生的情况。
另外，还要遵守公路法中的指示，推荐在行驶中间适当停车休
息一下，伸展一下腰腿，提提神。

另外，通过在控制面板的相应区域中显示（“LDW 开启”/“LDW 关
闭”）信息来通知驾驶员系统运行状态（开启/关闭），如上一节中
所述。

系统故障/指示灯传感器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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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严重损坏或指示灯传感器卡住时，通过在控制面板的相应区域
中显示信息提醒驾驶者，如上一节中所述。

'Matrix' 仪表台上显示严重损坏。

“LDW严重故障图标 。

显示屏讯息区，信息：“严重故障 LDW”。

'Comfort' 仪表台上显示严重损坏。

‘普通故障’图标。’

显示屏讯息区，信息：“LDW 严重故障”

'Matrix' 仪表台上指示灯传感器卡住警告。

“LDW 严重故障”图标 。

显示屏讯息区，信息：“LDW 不可用”。

'Comfort' 仪表台上传感器卡住警告。

‘普通故障’图标。’

显示屏讯息区，信息：“LDW 不可用”。

LDWS 系统标定

在车辆正常寿命期内，系统不需要任何标定。但如果车辆进行了可能
改变摄像头高度的重大改动，则可能需要进行新标定。例如，这些改
动可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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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动和更换与本车型类型不同的悬挂。
● 改变车辆的轴距。
● 更换成与原装轮胎尺寸不同的轮胎。
● 更换破碎的风挡玻璃。

还要提醒操作人，对车辆的任何改动都必须由服务网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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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烟器

（如果配备）

位于仪表台下部。若要使用它，请按压按钮。

几秒钟后，点烟器会自动返回到初始位置，此时便可以使用。

注意！

▶ 每次使用后务必检查点烟器是否自行关闭。点烟器可能达到
很高的温度。请小心操作，不要让儿童使用：可能会引发火灾
和/或造成烫伤。

▶ 请勿使用烟灰缸同时存放烟头和纸张：以免引发火灾。
▶ 不要将点烟器作为电源插座使用，连接辅助电气设备。要使用

专门的电气插座。

▶ 电源插座，安装附加电气用具。设有一个插座可用来连接附
加电气装置。该插座的电气参数如下：180 W - 12V；20 A 保
险。

▶ 注意！ 可能会毁坏电源插座！ 只使用等于或低于插座额定值
的用电设备。

▶ 只可连接插座中心带正极芯脚的装置。
▶ 发动机未运行时长时间使用电源插座会导致电瓶耗尽。
▶ 为避免干扰车辆操作，所连接的辅助电器的电磁兼容性必须符合现行法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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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安装非依维柯提供或非法的电气 / 电子设备（如功率大于
5 瓦或当前法规限值的对讲机设备等）以免对车载设备造成噪
音或电磁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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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安装的附件

要提醒您的是，依维柯商店提供高质量产品，因此请您采取以下建
议：

● 如果要在驾驶室板件上进行附加钻孔（比如为无线电天线钻孔），
要适当保护相关部位，防止内外表面出现早期氧化。

● 装配时要小心（用螺丝刀敲击、干扰等），以避免永久损坏漆面。

注意：对车辆进行任何作业前，首先断开电瓶的负极，然后断开正
极。

注意！

▶ 安装附件、车辆增加设备和改装车辆都必须遵守“车辆改装指
南”，该指南可从服务网络获得。

▶ 请记住，尤其对于电气系统，各种电源插座都是按标准提供
的（或可作为选件获得），以便简化和标准化车身改装者的电
气系统作业。

▶ 对于“车辆改装指南”以外的任何改动，都需要都得到依维柯授
权。不遵守上述要求将导致保修失效，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
失去车辆型式认证。

▶ 电气/电子装置的安装购买车辆后，在售后服务过程中安装的任
何电气/电子装置都必须带有以下标志： .

▶ 如果依维柯服务网络安装的收发设备符合制造商的说明，则依
维柯对其安装进行授权。

▶ 在采用轻型底盘、轴距 3750 mm 或 3950 mm 的 Camper
35C 车型中，未经制造商（依维柯）的允许，不得对悬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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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变，不得对汽车注册时既有配置进行增加或更改。如果客
厢制造厂家安装或增设了后部气动箱，这些装置的充气压力必
须符合随车文件中的规定。如果未遵守这些压力值，可能使汽
车悬架过硬，降低舒适性和行驶性能。

▶ 注意：安装会改变车辆特性的装置后，可能导致被有关当局视
为不适合在公路上行驶，也可能会导致在该项改动所导致的缺
陷或可直接或间接追溯到该项改动的缺陷范围内保修失效。

不干胶贴纸
切勿使用锋利的工具（如刀片、小刀等）去除或粘贴不干胶贴纸，
以免在漆面上造成深的划痕，导致下面的材料早期腐蚀。

无线电发射器和移动电话
不能在车内使用移动电话和其他无线电发射装置（如对讲机），除非
在车外安装了一根独立的天线。在驾驶室使用手机、对讲机发射器和
类似设备（无外部天线）会产生射频电磁场，该磁场可能由于驾驶室
内的共振效应增强，不仅有损您的健康还可能造成车辆故障。可能影
响安装在车辆上的电子系统，如各种发动机控制单元、ABS 等，威胁
车辆和您自身安全。

此外，这些装置的发射和接收效率可能会由于车身的屏蔽效应而降
低。



起步和驾驶

179

起步和驾驶

车辆钥匙 182
Immobilizer 184
Immobilizer ad alta protezione (opzionale) 185
钥匙开关位置 187
起动发动机 191
转向锁 193
Start & Stop（适用于配备手动变速箱的柴油车辆） 195
Ecoswitch 功能（仅限柴油车辆） 202
通过 EDC 报警灯（诊断）检查故障 204
中控锁 206
中控锁 + 电子报警 207
更换遥控器电池 210
行车制动器 211
踏板 212
左位驾驶型车辆的驻车制动杆位置。 213
驻车制动 214
机械变速箱的使用（针对柴油和天然气） 215
换档指示器（GSI） 218
Agile 变速箱类型（仅限柴油车辆）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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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ATIC 自动变速箱（仅限柴油车辆） 231
自动变速箱控制 232
显示因发动机类型而异 233
自动变速箱状态 234
后差速器锁接合 243
ABS 245
ESP 248
ASR 249
Hill Holder 250
EUC - Enhanced Under-Steering Control 251
TSM - Trailer Sway Mitigation 251
HRB - Hydraulic Rear Wheel Boost 251
HFC - Hydraulic Fading Compensation 251
RMI - Roll Movement Intervention & Rom - Roll Over Mitigation 252
HBA - Hydraulic Brake Assist 252
TC - Traction control 252
速度编程器（Cruise Control） 253
速度限制器 257
发动机工作转速需求（使用巡航控制的控制键进行发动机转速控制） 258
取力器 259
安全驾驶准则 261
绿色驾驶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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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y switch 270
惯性安全开关 271
缓速器 272



182

起步和驾驶

车辆钥匙

1. 不带中控锁的钥匙。
配有金属钥匙头 （A） ，与钥匙 （2） 中的钥匙头一样。

车门解锁时，前顶灯点亮。

车门锁止时，灯熄灭。

2. 带遥控器的钥匙
金属钥匙头 （A） 可收入遥控器内，可以操作如下装置：

● 点火装置；
● 车门锁；
● 开启/关闭燃油加注口盖。

按下按钮 （B），钥匙头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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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按下按钮 （B） 时一定要拿着钥匙避开身体，尤其是眼睛，
还要避开易受损坏的物件（比如衣服等）。切勿将钥匙随便丢
置，无人照管，要防止别人，特别是儿童，擅用钥匙，误按按
钮。

▶ 切勿使用钥匙插入锁中。

若要重新收入，可按如下进行：

● 按下按钮 （B） 同时移动钥匙头 （A）；
● 松开按钮 （B） 然后转动钥匙头 （A） 直到卡止入位。

此外：

（带护罩的版本未配备该功能）

● 按钮 （C） 可解锁前车门。车门解锁时，前顶灯点亮 10 秒钟。
● 按钮 （D） 可解锁所有车门。车门锁止时，顶灯熄灭。
● 按钮 （E） 可解锁货厢车门。车门解锁时，货厢顶灯点亮 10 秒

钟。

有的车型配备有带遥控器的钥匙，可以锁闭和解锁所有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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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obilizer

为了改善防盗功能，车辆配备了电子发动机止动器。实际上点火钥
匙配备有一个电子装置，可向发动机止动器控制单元发送一个编码信
号。

车辆钥匙
随车提供一套（两把）钥匙（钥匙 + 发动机止动器 + EDC）。

Code Card
代码卡和钥匙一起提供，包括：

a. 电子代码用于应急起动，须由服务网络激活。
b. 钥匙的机械代码。用户应随时携带代码卡上指定的电子代

码以备应急起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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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obilizer ad alta protezione (opzionale)

该系统是一种高防护防盗装置，只能使用所提供的遥控器钥匙禁用。

遥控器 （1） 不仅能打开车门，还可以在起动发动机时启用车身电脑
控制单元。

在按下按钮（1）之前，发动机不能起动。

两把钥匙均带遥控器，得益于创新的防护系统，钥匙无法复制。

Code Card
代码卡和钥匙一起提供，包括：

a. 电子代码用于应急起动，须由服务网络激活。
b. 钥匙的机械代码。用户应随时携带代码卡上指定的电子代

码以备应急起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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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起动
如果钥匙未识别，允许发动机起动。如果钥匙未识别，发动机无法起
动，报警灯常亮。可通过输入 5 位电子代码并按如下使用油门踏板起
动： 可随时将钥匙转到 STOP-0 位中止程序。

● 为了正确执行程序，要仔细注意 EDC 报警灯的状态。
● 将钥匙转到 MAR-1 位并将油门踏板踩到底。
● 当 EDC 报警灯关闭时，松开油门踏板。
● 松开油门踏板时报警灯会缓慢闪烁。
● 在闪烁的次数等于电子代码的第一位数时，完全踩下油门踏

板（LED 灯稳定点亮然后熄灭，等灯熄灭后再松开踏板），现在
松开踏板，对代码的其它位数继续执行同样的程序。

● 如果输入的代码正确，发动机止动器报警灯会保持点亮，EDC 报
警灯保持关闭，否则 EDC 报警灯将常亮，必须重新执行程序。

● 如果 EDC 报警灯关闭，将钥匙从 MAR-1 位转到 AVV-2 位起动
发动机。注意：不要将钥匙转回 STOP-0 位。

●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快联系服务网络检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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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提供的每把钥匙都有一个通用机械代码和一个与其他钥匙不同的

唯一电子代码，该电子代码必须存储在系统控制单元中。当进
行附加钥匙学习时，请注意，电子系统需要记录所有钥匙的电子
代码，包括您已拥有的钥匙。请直接与服务网络联系，带上所有
钥匙和代码卡。在新的记忆过程中未提供的所有钥匙的代码都会从
内存中删除；从而可确保丢失的钥匙不再能起动发动机。

● 代码卡是与每辆车相关联的必不可少的唯一元件；因此建议将其保
存在安全的地方。建议记录代码而不随车携带代码卡，以防丢失。

● 如果车辆所有权发生变化，则必须将所有钥匙和代码卡都移交给新
的车主。

钥匙开关位置

STOP-0 = 插入与拔出钥匙 - 发动机停止 - 方向盘锁止，发动机止动
器启用。

MAR-1 = 准备发动机起动 - 各指示器，发动机止动器禁用（行驶
位）。

AVV-2 = 起动发动机（不稳定位置： 松开后会自动返回到 MAR-1
位。

▶ 存在发生事故的风险： 如果点火开关被擅自改动（比如被窃
贼），建议请服务网络进行检查： 在行驶中方向盘被锁止的危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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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止动器的识别
将点火钥匙转到 MAR-1，发动机止动锁只在保护系统识别出钥匙代码
正确时才解除。

如果代码有效，则保护系统的控制单元将相应的编码信号发送到发动
机的电子控制单元以起动发动机。

报警灯 （3） 点亮 = 未识别出钥匙。

报警灯 （3） 关闭 = 识别出钥匙。

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将钥匙旋转至 STOP-0，然后转回 MAR-1；如果
还是不能识别，请用提供的其他钥匙重试。

如果发动机仍不起动，请与服务网络联系。

发动机止动器系统启用
将钥匙转到 STOP-0 位启用系统： 发动机停止，钥匙可以拔出。

在下一页中，概括了可以用钥匙（带或不带遥控器）启用的主要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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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匙类型 解锁车门 从车外锁止车门

标准钥匙 反时针转动钥匙（驾驶员侧）
顺时针转动钥匙（驾驶员

侧）

带遥控器的钥匙
反时针转动钥匙（驾驶员侧）

顺时针转动钥匙（驾驶员
侧）

点按按钮 点按按钮

转向指示灯闪烁
（仅带遥控器的钥匙）

闪烁两下 闪烁一下

威慑 Led 关闭缓行模式
威慑 LED 灯常亮三秒然后

不断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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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起动约两秒后报警灯 （3） 点亮并不一定意味着系统有故障，
有时是为了突显某种情况，可以解释为窃贼试图行窃，或者电瓶电量
过低等。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行系统测试，需要将汽车停下来，关闭发动
机，将点火开关转到 STOP-0 位； 然后将钥匙再次转到 MAR-1 位；
报警灯 （3） 将点亮且应在约 1 秒后熄灭。

如果在上一程序后报警灯常亮，可重做一次，在 STOP-0 位等待 30
秒以上。如果这样做之后在点火开关处于 MAR-1 位时报警灯仍常
亮，须立即与服务网络联系。

请遵守屏上显示的关于发动机止动器的指示/警告（如果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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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动发动机

● 将钥匙插入点火开关中并顺时针转到 MAR-1 位。
● 对于装备手动变速箱的车辆，确保变速箱处于空档或踩下离合器踏

板。对于装备手自一体或自动变速箱的车辆，请参见相关章节。
● 然后将钥匙转到 AVV-2 位，发动机起动后马上松开，不踩油门踏

板。（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起动时冒黑烟也属正常）。

▶ 在封闭场所起动发动机前，由于发动机排气有毒，一定要确保
有适当的通风。

● 如果发动机不容易起动，不要连续打马达超过 30 秒。起动发动机
之后，使发动机保持在中等转速区间缓慢行驶，逐渐使其达到最佳
运行温度。

注意 点火装置带有安全装置，如果点火失败，重新进行点火操作前
必须将钥匙转到 STOP-0 位。

● 然后进行以下事项：
● 在整个润滑回路中形成连续稳定的油流。
● 将废弃排放保持在规定的限值范围内。
● 燃料消耗保持在较低水平。

注意！

▶ 为减少废气排放，建议不要在怠速时长时间保持发动机运转，
无论是冷天还是热天。如果排烟过多，要立即采取措施，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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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环境和发动机。第一步是更换燃油滤清器滤芯。必要时，
请专业人员检查喷油系统。为了使这类操作发挥最大作用，
更换时一定要使用依维柯原厂滤芯； 如果需要对喷射系统进行
操作，请与服务网络联系。

▶ 发动机转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超过 4500 转/分。

注意 将点火钥匙置于 MAR-1 位，多功能显示屏会显示机油液位指
示。如果显示屏显示机油液位低，在发动机舱内使用量油尺检
查机油液位。

关闭发动机
要停止发动机将钥匙转回到 STOP-0。

▶ 存在发生事故的风险： 只有在车辆停止时才能从点火锁中拔
出钥匙。切勿在未接合驻车制动时离开车辆。

▶ 注意： 在装备外开车门的客运车辆上，未施加驻车制动时不要
操作车门。否则控制单元会立即关闭发动机并在约 15 秒的时
间内禁止发动机重新起动。如果在这段时间内试图重新起动发
动机，控制单元会重新计算允许进行正确起动程序前的整个禁
启时间（15 秒）。（是否配备取决于车型/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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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车辆故障停工时间较久时，天然气执行此程序：

● 关闭气缸上的所有手动关/开阀 （1）。
● 起动发动机并等待其停止运转。
● 将钥匙转回到 STOP-0。

重新起动发动机，仅打开气缸上的手动关闭阀。

转向锁

启动

在装置处于 STOP-0 位，拔出钥匙，转动方向盘直至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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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

将钥匙转到 MAR-1 位时稍稍转动一下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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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 Stop（适用于配备手动变速箱的柴油车辆）

说明
每次停车时（比如等红灯时）该系统会自动停止发动机，在驾驶员要
重新开始行驶时重新起动发动机。

通过减少发动机在低怠速下的运转时间，起动与停止装置提高了效
率，降低了油耗，减少了有害气体的排放和噪音污染。

该系统可供装备手动变速箱的车型选装，车辆每次起动时系统随之启
用。

工作模式
发动机停止模式

车辆静止时，发动机将停机，挂空档，离合器踏板完全松开。

注意 为了防止慢速行驶时发动机反复停机，仅在车速超过约 10 公
里/小时后才允许停止发动机。

通过仪表板上的报警灯 （1） 开启显示发动机停机。

发动机重新起动模式

要重新起动发动机，完全踩下离合器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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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停用系统
要手动停用系统，按下位于中央仪表台的按钮 （1） 。

仪表板显示屏上专用区域 （2） 中会显示一条信息表明起动与停止系
统停用。

发动机不停机的情况
为了保证满足舒适性、限制排放和安全性的要求，在某些情况下，
即使装置启用，发动机也可以不关机。这些情况包括：

● 发动机仍处于冷态；
● 外部温度特别低，当预见到相关迹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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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瓶电量不足；
● 电热后窗启用（未向带护罩的车辆提供）；
● 风挡玻璃雨刷器以最高速度运行（未向带护罩的车辆提供）；
● 微粒过滤器（DPF）正在进行再生；
● 微粒过滤器正在进行再生（仅对柴油机）；
● 驾驶员侧车门未关闭（未向带护罩的车辆提供）；
● 驾驶员侧安全带未系上（未向带护罩的车辆提供）；
● 倒档接合（比如，驻车时）；
● 在取力器转速检查状态中从扩展模块或发动机获得取力器接合信

号。

重新起动条件
为了保证满足在舒适性、限制排放和安全性方面的要求，可能通过仪
表板显示屏上的信息显示要求驾驶员重新起动发动机。比如，在以下
情况中：

● 电瓶电量不足；
● 风挡玻璃雨刷器以最大速度工作；
● 制动系统内真空度降低，比如反复踩制动踏板后；
● 发动机被起动与停止系统停止的时间超过约三秒。

小心！
如果发动机被启动与停止系统关闭，车辆正在行驶时（如山路行
驶），发动机将可以自动重新起动，不用驾驶员采取任何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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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由于挂档时突然松开离合器踏板、起动与停止系统启用等
原因造成发动机误停机，可通过将离合器踏板踩到底重新起动
发动机。

安全功能
发动机被起动与停止系统停止后，如果驾驶员取下安全带、打开自
己一侧或副驾驶员侧车门，驾驶员只有顺序踩下制动踏板和离合器踏
板（制动踏板保持踩住）才能重新起动发动机。这一情况会通过在仪
表板显示屏上的信息显示通报给驾驶员。

起动与停止系统对防溜车功能的影响
发动机被起动与停止系统关闭后，防溜车功能在发动机重新起动后
只能使用三秒钟。可在发动机运转时按下中央仪表板控制板上的按钮
（1） 禁用起动与停止系统，使防溜车功能保持永久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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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异常
发生故障时，起动与停止系统将停用。

报警灯 点亮，同时仪表板显示屏上会出现信息显示，向驾驶员通
报异常。在这种情况下，请与服务网络联系。

车辆无法开动
如果车辆无法开动，断开电瓶电源时要特别注意。执行这一程序时
要按下按钮 （2） ，从装在负极柱 （4） 上的电瓶状态监测传感器
（3） 断开连接器 （1）。

除了要更换电瓶，不得将传感器 （3） 与极柱断开。

注意 注意：恢复连接 （1） 后，检查插头 （1） 是否完全插入（机
械卡止）。

▶ 注意！车上所装的原装电瓶是一种在制动时可进行优化充电
的电瓶。更换电瓶时一定要与服务网络联系。要用相同类型、
相同规格的电瓶更换。



200

起步和驾驶

应急起动
在使用辅助电瓶应急起动时，切勿将辅助电瓶的负极电缆 （–） 连接
到车辆电瓶的负极 （3） 上，而只应连接到指定的接地点（遵守 “使
用辅助电瓶起动- 快速电瓶充电（booster）” ( ➠ 页码 323)一节中所
述的电缆连接程序）。

▶ 注意！ 在打开或掀起发动机盖前，确认发动机关机，点火开
关转到 STOP-0 位。要遵守贴在前横梁告示牌上的注意事项。
如果有人坐在车里，最好将发动机点火钥匙拔下。

▶ 注意！ 离车时一定要拔出车钥匙。加油时，确保发动机关机：
点火开关必须在 STOP-0 位。还要参阅“驾驶员座椅”一章的“服
务站中的安全注意事项”一节中所述的规定。

▶ 注意！ 如果气候舒适性更为重要，可禁用起动与停止系统以保
证空调系统的连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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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电瓶充电

▶ 注意！ 所介绍的电瓶充电程序仅供参考。服务网络可以提供执
行充电程序所需的任何信息。

注意 最好以小电流慢充约 24 小时。

充电时，最大充电电流不允许超过标称容量的 1/20。

充电时间超过 24 小时或快速充电可能损坏电瓶。

按如下进行充电：

● 按下按钮 （2） ，从安装在负极柱 （4） 上的电瓶状态监测传感
器 （3） 断开连接器 （1）。

● 将充电装置的正极电缆接到电瓶 （5） 的正极上，负极电缆接到
传感器端子 （6）。

● 开启电瓶充电器。
● 完成充电后，关闭充电器。
● 断开充电器后，将连接器 （1） 重新连接到传感器 （3） 上。

注意：恢复连接 （1） 后，检查插头 （1） 是否完全插入（机械
卡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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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switch 功能（仅限柴油车辆）

（如果配备）

接合 Ecoswitch 模式可降低发动机功率和扭矩并启用 125 公里/小时
的限速；因此建议车辆在平坦路面中等负荷行驶的情况下使用经济开
关功能。

该功能启用后，车辆提供的驾驶方式可帮助驾驶员优化燃油消耗并降
低废气排放。

图例：

● A：轴功率，千瓦
● B：轴扭矩，牛米
● C：发动机转速

Ecoswitch 停用时的输出功率与扭矩连续曲线

Ecoswitch 接合时的输出功率与扭矩断续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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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示按下按钮 （1） 启用经济开关功能。成功启用该功能后，会通
过按钮上的报警灯 （2） 点亮和仪表板显示屏上显示“ECO 接合”给出
信号。功能停用时，报警灯 （2） 熄灭，仪表板显示屏上显示“ECO
停用”给出信号。

发动机关机时会保存 Ecoswitch 功能的接合状态，发动机随后重启时
会自动恢复这一状态，同时报警灯 （2） 点亮。

此外，仅当面板为 MATRIX 时， 符号 E（与按钮上的丝网印刷图案
相同）在信号图标专用区域中显示。该符号将一直显示，直到通过按
压按钮关闭该功能（按钮上的 LED 灯关闭，仪表台上的关闭信息消
失）。

如果发生禁用 Ecoswitch 功能的故障，该功能会自动停用，仪表板显
示屏上显示“ECO 模式禁用”的信息。故障原因消除后，经济开关功能
不会自动重启，而是需要再按一下按钮才能重启。

注意 Ecoswitch 功能不适用于 205HP 的 F1C 欧 5+ 和 F1C 欧 VI 发
动机；另外，仅对 106 HP F1A 发动机施加速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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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EDC 报警灯（诊断）检查故障

（1） EDC 报警灯可提供有关喷射系统故障的信息。如果在车辆正常
工作时报警灯开启，表明可能发生了故障：

报警灯关闭 正常工作

报警灯开启
严重故障
系统性能下降

1. 小心驾驶到最近的服
务网络。

报警灯闪烁

非常严重故障
系统性能下降
一个或多个安全性功能失
效，发动机可能停机。

1. 将车辆停在路旁。
2. 如果车辆不能开动，

可联系您的经销商，
如果经销商已经下
班，可拨打客户中
心（24 小时服务）
的免费电话。

3. 将车辆送到服务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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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车型上，伴随 （1） EDC 报警灯，（2） EOBD 报警灯也可能点
亮。

该报警灯点亮表明发动机或排放系统中直接影响排放的部件发生了故
障。前述的有关 EDC 报警灯的指示/警告也同样适用该报警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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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锁

（带护罩的车辆无法验证，只能在装配车身的车辆上验证）

指向车辆，点按钥匙上的按钮 （2）：转向指示灯会闪烁一下，表示
所有车门都已锁止。

要解锁车门，将遥控器指向车辆，然后按压按钮 （1）；转向指示灯
将闪烁两下，表示所有车门都已解锁。

1. 解锁前车门。
（带护罩的车辆未装备）

2. 锁闭所有车门。
（带护罩的车辆未装备）

3. 解锁货厢车门。
（带护罩的车辆未装备）

● 中控锁可通过遥控器或驾驶员侧车门上的一个锁舌启用。
● 用钥匙解锁或锁闭车门不能使中控锁工作。
● 厢式车型在中央控制板上设有一个按钮，驾驶员上车后可用该按钮

同时锁闭后车门、侧车门、驾驶员车门和副驾驶员侧车门。用该按
钮既可锁闭车门也可解锁车门。

● 为防止执行器过热，近距离重复使用遥控器后会在 30 秒内禁用遥
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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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锁 + 电子报警

（带护罩的车辆无法验证，只能在装配车身的车辆上验证）

结合中控锁，车辆可以装备电子报警装置执行以下功能：

● 远程操作车门中控锁闭/解锁（见前页）。
● 周边防盗警戒，对任何车门、侧车门或后车门与发动机盖的开启发

出信号。

系统开启后，以下情况触发电子报警：

1. 车门之一或发动机盖开启。
2. 分断电瓶或切断报警电源电缆。

该系统由以下组成：

● 系统控制单元（位于仪表板下加热器控制区域）。
● 各车门上和发动机盖上提供开启信号的微动开关。
● 位于发动机舱内的自供电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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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开启报警系统，将钥匙指向车辆，点按钥匙上的按钮 （1）：转向
指示灯会闪烁一下，表示所有车门都已锁止，报警系统开启。

要关闭报警系统，将钥匙始终指向车辆，按下按钮 （2）；转向指示
灯将闪烁两次代表锁止已释放且报警系统已停用。

● 报警系统与车辆的发动机止动器系统连接。
● 如果警笛被误触发，可通过遥控器使其关闭，也可通过将点火开关

转到 MAR-1 位将其关闭。因此要记住，您的代码卡上的电子代码
不仅可用于发动机止动器，还能够用于在服务网络处理有关电子警
报的问题。所以在有关发动机止动器一节中所述的建议对于代码卡
同样适用。

● 为防止执行器过热，近距离重复使用遥控器后会在 30 秒内禁用遥
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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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车辆电瓶（步骤仅适用装备电子报警装置的车辆）
● 打开发动机盖，做好电瓶正极电缆的断开准备，但先不分断。
● 回到驾驶室，将点火开关转到 MAR-1 位然后马上转回到 STOP-0

位。
● 由此时开始，您有 15 秒的时间断开电瓶正极电缆。
● 如果将钥匙插入点火开关进行 STOP-0，MAR-1，STOP-0 操作后

的 15 秒内进行了分断电瓶正极电缆的操作，警笛由于直接用自己
的缓冲电瓶供电，将会关闭。此时，重新连接正极电缆，然后重复
整个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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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遥控器电池

更换电池时，按如下进行：

● 按下按钮 （A） 将金属嵌件 （B） 移到开启位置。
● 用细尖螺丝刀拧动螺钉 （C） 至锁打开符号。
● 取下电池盒 （D），更换电池 （E），注意保证极性正确。
● 将电池盒 （D） 装回钥匙里，拧动螺钉 （C） 至锁关闭符号锁

定。

▶ 注意！ 遥控器电池对环境有害。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在特定容器
中处理；或将其交给服务网络，他们会正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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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制动器

● 发动机关机后，制动系统将失去伺服助力，因此需要以更大的力踩
制动踏板进行制动。

● 在一条制动回路出故障的情况下，踏板行程将变长，需要给制动踏
板施加更大的力。
注意：停车距离会增大，要立即请服务网络检查系统。

● 要遵守车辆最大载重能力和单个前桥及后桥最大允许载荷的限值，
避免异常应力对制动器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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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板

手动变速箱车辆踏板

1. 离合器分离踏板。
2. 行车制动器踏板。
3. 油门踏板。

Agile 变速箱或 Hi-Matic 自动变速箱的车辆踏板总成

4. 行车制动器踏板。
5. 油门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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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位驾驶型车辆的驻车制动杆位置。

左位驾驶型车辆的驻车制动杆可（1）能在以下位置。

● A. 地板上，驾驶员座椅侧面靠近车辆进口处。

● B. 地板上，驾驶员座椅侧面，车辆中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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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车制动

仅在车辆静止时使用驻车制动器

● 如需接合驻车制动，根据地面坡度和载荷，向上拉起制动杆至必
要位置。（点火开关处于 MAR-1 位，仪表板上的相关指示灯点
亮）。

● 当您注意到需要更大幅度地拉起制动杆，才能获得足够的驻车制动
力时，要立即请服务网络检查系统。

● 要松开驻车制动，可将杆 （1） 稍稍向上拉起，按下按钮 （2）
然后将杆完全放下，直至最低位置（指示熄灭 ）。
为避免车辆误移动，松开驻车制动时要踩下行车制动。

● 上山或下山特别是坡度比较陡时，要在最大负荷车桥车轮的前面或
后面放上三角垫块（一般是在满载车辆的后轮前后，空载车辆的前
轮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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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变速箱的使用（针对柴油和天然气）

起动发动机
● 踩下离合器踏板，将变速杆置入一档。
● 完全松开驻车制动（见前页）。
● 缓慢松开离合器踏板，然后逐渐加速。
● 使用下一档。

即便是下坡时，发动机也不得超过与最大速度对应的转速。

停止车辆
● 松开油门踏板同时逐渐踩下制动踏板。
● 在车辆即将停止时，踩下离合器，挂入空档。
● 车辆停止后，施加驻车制动（见前页）。

注意： 避免在车辆行驶时使用驻车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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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车辆行驶中，除了换档时，不要将脚放在离合器踏板上。

装备五速变速箱的车辆挂倒档
要从空档挂入倒档，将变速杆移向右然后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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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档车辆的倒档接合
要从空档挂入倒档，提起手柄下面的滑环 （1），将变速杆向左移再
向前移。

倒车蜂鸣器（如果配备）
选择倒档后该系统启用： 车辆后部的声响警告装置发出间歇的哔哔
声。该装置的作用是提醒车旁的人，汽车正在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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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档指示器（GSI）

换档指示器指示何时应换档以优化发动机的使用，比如升档以降低油
耗或减档以更好地利用扭矩。通过遵照换档指示进行操作，可以获得
经济上的节省、减少有害排放提高驾驶舒适性等诸多好处。

换档指示器通过在仪表板上指示要挂入的档位并显示高档或低档符号
提出换档建议。

取决于多功能显示屏的类型，图标 GSI 可能不同。

在显示SHIFT UP（A）图标时，系统建议换入更高档位（换档可以减
少油耗），而出现SHIFT DOWN（B）图标时，建议换入更低档位。

注意 换档指示将一直显示，直到驾驶员执行了建议换档，或者与任
务概况匹配的行驶条件发生改变，不再需要为优化油耗进行换
档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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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 变速箱类型（仅限柴油车辆）

（如果配备）

自动变速箱描述
变速箱（6AS400）装备有电控机械式执行器可选择和挂接各档，
接合与分离离合器。

装在变速箱上的电子控制单元管理系统的工作，在起动阶段控制离合
器的接合并进行换档（同时离合器的分离/接合、发动机的功率输出进
行适当同步），可以是全自动的（自动模式 - （A））或由驾驶员利
用仪表板上的控制杆控制（手动模式 - （M））。

在自动模式下，系统识别车辆的工作条件（道路坡度，负荷）与驾驶
员的驾驶风格，以确保具有最高的行驶性能并降低油耗。

系统装备有：

● 内置在仪表板中的声音警告与显示装置，可以显示特定的工况和系
统状态。

● 诊断装置。
● 检查避免发动机与变速箱的危险情况（比如超速和发动机意外关

闭）。
● 检查和管理故障，确保车辆正常工作和驾驶员与乘客的安全、车辆

与发动机的完好以及变速箱的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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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装置和设备
离合器踏板
由于离合器的接合/分离是由电控机械式执行器执行的，受变速箱的电
子控制单元控制，不再需要离合器踏板，因此取消了离合器踏板。

控制杆
控制杆位于仪表板上，有三个稳定位置：

● 中间位置，用来选择前进档。
● N（至右边），用来选择空档。
● R（至右下方），用来选择倒档。

从与前进档对应的中间位置，可将控制杆移动到：

● 向前（位置 -），挂入更低档（减档）。
● 向后（位置 +），挂入更高档。
● 向左（位置 A/M），选择自动或手动模式。

这三个位置是不稳定位置，就是说，操纵杆的移动由驾驶员控制，
但随后将会回到中心位置。建议驾驶员 “伴随” 操纵杆的移动。

显示屏
有关系统状态的信息及正确使用车辆的有用信息显示在仪表板上。
具体而言，与系统状态有关的信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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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挂的档位： 在仪表板的专门区域显示，1 至 6（空档），R（倒
档）。

● AUTO 字样亮起： 如果在自动模式下前进档接合。
仪表板显示屏上显示以下信息：

● 故障信息：
“SERVICE： transmission fault（变速箱故障）”。
“SERVICE： serious transmission fault（变速箱严重故障）”（配
合声音警告）。
“SERVICE： high clutch temperature（离合器温度过高）”（配合
声音警告）。
“Transmission failure in SERVICE mode（变速箱故障，处于保养
模式）”（信息仅在服务网络显示）。

● 其它显示：
“Press brake pedal（踩下制动踏板）”。
“Put gearbox lever in N（将变速杆置入空档）”（配合闪烁的字母
N ）。
“Transmission in SERVICE mode（变速箱处于保养模式）”（信
息仅在服务网络显示）。
“Gearbox OK（变速箱正常）”。

如果字母 N 闪烁显示并且信息“Put gearbox lever in N”出现，则需要
将变速杆置入空档，以恢复全部系统功能。如果指示的档位闪烁显
示，需要将控制杆向左移到稳定位置，以恢复全部系统功能。字母 R
闪烁表示请求挂入倒档。挂入倒档后，屏上就会以常亮显示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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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鸣器
蜂鸣器用来向驾驶员通报以下情况：

● 倒档接合（间歇和连续的哔哔声）。
● 发动机运转并挂档时车门开启（驾驶员车门，副驾驶员车门和侧车

门）（间歇哔哔声）。
● 变速箱处于空档、未施加驻车制动时车门开启（驾驶员车门，副驾

驶员车门和侧车门）（间歇哔哔声）。
● 离合器过热（间歇哔哔声），同时出现信息 “SERVICE： high

clutch temperature（离合器温度过高）”。
● 变速箱严重故障（间歇哔哔声），同时出现信息“SERVICE：

serious transmission fault（变速箱严重故障 ）”。

使用装备自动变速箱的车辆
起动发动机与车辆
● 将钥匙插入点火开关中并顺时针转到位置 （1）。屏上显示（滚动

显示）“Depress brake pedal（踩下制动踏板）”。
● 踩下并保持踩住制动踏板； 约 3 秒后屏上会短时显示变速箱

OK（系统检查变速箱工作正常并自动分离离合器），接着（约 3
秒后）显示之前接合的档位。

● 当屏上显示变速箱 OK 或档位或 AUTO 字样时，将钥匙转到
（2） 位，发动机起动后随即松开。
如果在显示 OK 时您试图踩油门起动发动机，系统会允许发动机
起动，但离合器不能接合，发动机转速增加，直到松开油门踏板
并再次踩下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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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开油门踏板，使用控制杆选择档位和所需的模式；等待屏上显示
确认挂档。

● 要起动车辆，只需逐渐踩下油门踏板；车辆起步（在平路上），
发动机转速约为 1000 转/分。

注意！

▶ 为了避免过热和损坏离合器，不要将车辆停在坡道上，使离
合器“打滑”，总之，切勿让离合器过长时间打滑。如果离合器
温度过高，则会发出间歇哔哔声作为警示。如果离合器仍处于
这种打滑阶段，为避免离合器过热，系统会强制离合器缓慢接
合。如果由此造成发动机关闭，系统会通过将离合器分离做出
进一步的反应。

▶ 离车前请施加驻车制动。

注意 对于慢速起步，轻踩油门即可，而要快速起步或上坡起步，
需要油门踩得更深一些。

关闭发动机
车辆静止时，为了关闭发动机，要将钥匙转到 （0） 位。关闭发动机
后，变速箱将保持所选的档位（一档，空档或倒档），离合器接合。
因此可以在挂档的情况下驻车（显然是要在已经选择一档或倒档的情
况下）。

注意 为使系统重置，发动机关机与随后重新起动的间隔时间不得少
于 4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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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倒档起步
要选择倒档（如果尚未选择），将控制杆移到 R。系统会在屏上显示
倒档接合，并发出间歇的警告声，只要倒档接合，这些警示就会一直
存在。

如果在以下情况中离车 10 秒钟以上：

● 发动机运转；
● 倒档接合；
● 油门/制动踏板未踩下。

驾驶员车门打开或未打开，系统会强制变速箱进入空档，并在屏上
闪烁显示 “N”（以及信息 “put gearbox　lever to N（将变速杆移入空
档）”），以防止车辆倒档起步。

如果您要确认这一要求，需要先将变速杆置入空档，然后再重复挂倒
档的要求。

注意 临时无法开动的上述条件不适用一档。

要起动车辆，只需逐渐踩下油门踏板。

注意 如果希望加快前进档与倒档的转换操作，可以允许在车辆还未
完全停止时就选择倒档（或前进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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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手动模式前进行驶： 换档
要选择前进档（如果尚未选择的话），将控制杆移到中间位置屏上会
显示档位，如果是自动模式，还会显示 AUTO 字样。

在这一位置，要选择自动模式（如果尚未选择），可将杆移向左（或
前后移动）然后马上松开。屏上会在档位显示区显示 1。要起动车
辆，只需逐渐踩下油门踏板。要挂入更高档位需要（不用改变油门
踏板位置）将杆向后移动（至位置 +）然后立即松开（手要伴随）。
系统换档，屏上显示新接合的档位。

要挂入更低档位需要（不用改变油门踏板位置）将杆向前移动（至
位置 -）然后立即松开（手要伴随）。要跳过中间档位，可以将控
制杆向前或向后（接连快速）移动二、三次然后松开。在任何情况
下，系统会检查所要求的档位是否与发动机正常工作的转速区间相
适合；如果不相适合（比如有超速的危险）系统会拒绝挂入要求的档
位。

注意 在任何时候将控制杆向左移动（至 a/m 位置）然后马上松开，
将会从自动模式（A）切换到手动模式（M）模式，保持档位不
变。

以自动模式前进行驶
要选择前进档（如果尚未选择的话），将控制杆移到中间位置屏上会
在档位显示区显示 1 ，上面显示有 AUTO 字样。

在这一位置，要选择自动模式（如果尚未选择），可将杆移向左然后
马上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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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动模式下，系统根据车辆的工作条件（道路坡度、负荷）与驾驶
员的驾驶风格（通过分析踩油门踏板的频率和力度获得）挂入最合适
的档位，使车辆具有最大的行驶性能并降低油耗，提供最好的驾驶舒
适性。

因此，为了经济驾驶，应逐渐踩下油门踏板行程的 50-60% 左右，
而要加强高性能驾驶则需要进一步踩下油门踏板。

在任何时刻均可以向前（减档）或向后（升档）移动控制杆进行“强
制”换档。还可以用这种方式换入手动模式（M）。

▶ 注意！ 虽然系统能够对各种参数做出解释，但不能预见前方
的路况和交通条件！ 在必要或适宜时，驾驶员应该通过选择手
动模式重新掌控变速箱。这可以通过保持当前档位实现（将控
制杆向左移： A/M 位置）或通过强制换档实现（前后移动控制
杆： - 或 + 位置）。

注意： 如果车辆未装备 ESP 或装载时，将两个踏板一起踩下可以接
合离合器，让系统负责上坡起步。

注意： 在自动模式下，松开油门踏板时，可拨动杆（点动 -）减档，
同时仍保持处于自动模式下。松开油门踏板时不能手动升档。

踩下油门时，拨动控制杆（点动 + 或 -）可进入手动模式。

使用速度编程器（巡航控制）
巡航控制的使用在本“使用与维护手册”的相应章节中有介绍。对于自
动变速箱型，唯一的改变是巡航控制不由于离合器分离而关闭。因此
可以保持编程车速，无需使用油门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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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手动模式下）要换档，可前后移动控制杆。
● 辅助换档（在自动模式下），如果道路坡度的变化适合于这么做。

▶ 注意！ 在自动变速箱车型上，取力器是特制的，为了安全的原
因，控制系统必须识别取力器的状态。

使用取力器（PTO）
（如果配备）

取力器的使用在本“使用与维护手册” 的相应章节中有介绍。

取力器（静止/ 非静止）只能在发动机运转和变速箱处于空档（控制
杆在 N 位）的情况下接合（使用专门的按钮）。

对于自动变速箱型可能有两种模式：

静止模式（在保养模式中编程）。机械接合后，系统自动接合离合器
承接扭矩。

非静止/静止（原厂编程）。机械接合后，可能有两种工作模式：

● 变速箱保持在空档。离合器由于油门踏板动作或巡航控制（如提
供）而接合 - 静止式；

● 挂 1 档或倒档。离合器仅通过油门踏板的操作接合 - 非静止式。

注意 取力器接合且车辆在行驶时，禁止换档。取力器可能由于挂档
或变速箱处于空档而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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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显示
系统如有故障将会以如下信息显示：

“SERVICE： transmission fault（变速箱故障）”。

“SERVICE： serious transmission fault（变速箱严重故障）”（配合
声音警告）。

“SERVICE： high clutch temperature（离合器温度过高）”（配合声
音警告）。

“Transmission failure in SERVICE mode（变速箱故障，处于保养模
式）”（信息仅在服务网络显示）。

发生故障时，变速箱控制单元（取决于故障的严重程度）限制系统
功能的操作，在确保以下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保证最高的车辆运行水
平：

● 驾驶员与乘客的安全
● 车辆与发动机的完好。
● 变速箱的完好。

发生故障时，建议：

● 将车辆停在一个安全的位置。
● 关闭发动机。
● 重新起动发动机。如果故障仍在屏上显示，可等待至少 40 秒后重

复此操作步骤，重新起动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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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故障仍存在，但车辆可以开动，要尽快将车辆小心驾驶到服务网
络。

如果车辆无法开动，可联系您的经销商，如果经销商已经下班，
可拨打 客户中心（24 小时服务）的免费电话，请他们帮助将您的
车送往服务网络。

牵引车辆
请参见本“使用与维护”手册的有关章节。

▶ 注意！ 该操作具有潜在危险性，因此只能由专业人士进行，
他们能够通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避免给人员和财产造成危
害！

不推荐推车起动；但如果电瓶能够提供足够的能量给控制单元和变速
箱执行器供电（通过屏上的显示看出），这样做可能有效。

在这些情况下起动发动机需要：

● 将钥匙插入点火开关中并顺时针转到位置 I。屏上显示“Depress
brake pedal（踩下制动踏板）” 。

● 踩下并保持踩住制动踏板； 约 3 秒后屏上会短时显
示“Transmission OK（变速箱正常）”（系统检查变速箱工作是否
正常并自动分离离合器），接着（约 3 秒后）显示之前接合的档
位，如处于自动模式还会显示 AUTO 信息。

● 在手动模式下选择 1 档（屏上显示 1）。
● 现在车辆可以开动了。车辆开动约 10 秒后，系统会尝试自动接合

离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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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开动的 10 秒内，用控制杆选择 2 档或 3 档（屏上显示 2 或
3）。

Rallentatore
（如果配备）

为了使驾驶更为平稳，推荐启用缓速器 （1） 前停用 Cruise
Control。

注意 按钮 （2） 允许缓速器与制动踏板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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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ATIC 自动变速箱（仅限柴油车辆）

（如果配备）

HI-MATIC 变速箱是一种带变矩器的自动变速箱。变速箱齿轮传动机
构通过电控液压系统中的电控执行器操纵，所有指令均通过通过 CAN
网络送达控制系统。

自动变速箱电子控制杆替代了传统的机械式操纵杆，与变速箱没有机
械连接。

▶ 重要提示！为了正确使用自动变速箱，必须认真阅读本章内
容，使用户从一开始使用车辆时就充分了解正确的操作方法以
及可以执行哪些操作。不遵守下面的指示可能对变速箱造成严
重损坏。

● 仅在车辆完全静止时选择 P（Parking）位。
● Parking 在钥匙置入 OFF 位时自动接合。
● 仅在车辆以非常低的速度行驶（低于 5 公里/小时）或从这里向另

一位置移动时选择 R（倒档）。
● 要从 P 移至 R（Reverse），N（Neutral）或 D（Drive）（发动

机运行且车辆停止），完全踩下制动踏板。

注意！

▶ 当发动机以高于怠速的转速运转时，将变速箱杆从
P（Parking）或 N（Neutral）位移出是危险的。驾驶员必须将
脚稳稳地踩在制动踏板上，防止车辆突然向前或向后加速。
否则，有车辆失控发生碰撞的危险。仅在发动机以正常怠速运
转时挂档，同时驾驶员的脚要稳稳地踩在制动踏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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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意外移动可能给车内或车外人员带来伤害。一般情况下，
不要在发动机运转时离车。离车前，一定要施加驻车制动，
将变速箱置入 P（Parking）档并关闭发动机。

自动变速箱控制

自动变速箱由单稳换档杆控制，可选择以下状态

● P 按钮（Parking）：驻车。
● R（Reverse）：倒档。
● N（Neutral）：空档。
● D（Drive）：自动前进档（8 速）。
● + / -： 升档/降档（手动模式）
● ECO/PWR：ECO 驱动模式或 POWER 驱动模式（仅在自动模

式）

显示屏上显示有关速度和所接合驱动模式的信息。显示屏给驾驶员显
示当前接合的档位和换档模式'A'（自动）或'M'（半自动）。

操纵杆符号以低照度背光显示。为以下符号提供了专门照明：P、R、
N 和 D。

当钥匙在控制板中置于 ON 位时，符号按以下顺序亮起：P-D-N-R-
P。

在最初检测后，P 将保持激活（当钥匙置于 ON 位时，变速箱通常处
于驻车档）。任何情况下，发动机只能在 P 或 N 档起动。

起动发动机后，踩下制动踏板（显示屏上出现“踩制动挂档”信息）
挂档（D 或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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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如果初次检查后 P 不常亮，操纵杆上的 N 开始闪
烁（与仪表台上的 N 一起），表明无法挂入驻车档。要密切注
意，一定要施加驻车制动（将点火开关置入 STOP-0 位不会自
动接合 Parking 档）。请前往最近的服务网络。

显示因发动机类型而异

取决于发动机以及型式认证等级（欧 5 或欧 6），TFT 上可能显示两
种不同类型的信息：

A：装备欧 5 发动机的车辆

ECO/PWR 显示替代其它发动机上不做管理的 AdBlue 液位显示。

B：装备欧 6 发动机的车辆

ECO/PWR 显示替代大灯调平显示。上下按箭头按钮可调出该显
示（仅在大灯点亮时）指示和/或调整大灯高度。5 秒钟后，大灯调
平显示消失，ECO/PWR 显示返回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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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部温度
2. 日期
3. 总里程表计数
4. 有关变速箱速比和状态的信息（M 半自动– A 自动）
5. 时间
6. 图标激活区
7. Eco 模式或 PWR 模式接合
8. Ad-Blue 液位（仅对欧 6 车辆）

自动变速箱的显示屏策略是一样的。仅信号的位置改变了。

为了简化下面的解释，仅使用了一个图。

自动变速箱状态

P（Parking）

使用此档驻停车辆。Parking 可通过按下 P （1） 按钮选择或将钥匙
置入 OFF 位自动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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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Parking 档接合时，钥匙置于 ON 位，P 符号点亮，P 在显示屏上
以图标 2 显示。

当发动机关机时，只能选择 P 档。变速箱处于 P 档时可起动发动机。
只有踩下制动踏板时才能从 P（Parking）档挂档。

建议在车辆移动时不要选择这个档位。在车辆以低于 3 公里/小时的车
速移动时选择了 P 档，变速箱将挂入空档（显示屏上 N 常亮）而将
指令保存起来（N 常亮，P 在操纵杆上闪烁）。

如果车辆在 5 秒钟内停止，则挂入 P 档，否则变速箱保持在 N 档，
同时指令取消。此时可重新选择所要的控制。如果在车辆以大于 3 公
里/小时速度移动时请求挂入 P 档，变速箱将挂入 N 档（在显示屏和
操纵杆上都显示 N）。

驻车时一定要使用驻车制动。尤其是在坡道上驻车时，按下按钮 P 之
前一定要施加驻车制动。

▶ 小心！切勿使用 P（Parking）档替代施加驻车制动器。驻车
时，要完全接合驻车制动，防止因溜车造成人员或物品受到损
害。离车前确保变速箱处于 P（Parking）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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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everse）

此档允许驾驶员向后移动车辆。

倒档接合时，操纵杆上的符号 R R （1） 点亮。

显示屏上出现 R（2） 。

建议仅在车辆完全静止或任何情况下车速不高于 5 公里/小时的条件
下接合 R（倒档）。在车辆以大于 5 公里/小时但低于 10 公里/小时的
车速前进时请求挂入 R 档，变速箱将挂入空档（显示屏上 N 常亮）
而将指令保存起来（N 常亮，P 在操纵杆上闪烁）。

如果车辆在 5 秒钟内停止，则挂入 R 档，否则变速箱保持在 N 档，
同时指令取消。

此时可重新选择所要的控制。如果在车辆以大于 10 公里/小时速度移
动时请求挂入 R 档，变速箱将挂入 N 档（在显示屏和操纵杆上都显
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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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eutral）

在发动机运转时，不可以从 P 移入 N，除非踩下制动踏板。

当 N 接合时，操纵杆上的符号 N （1） 将亮起。

显示屏上出现 N （2） 。

如果准备离车，要接合驻车制动并按下 P（Parking）。

▶ 小心！下山行驶时，不要换入 N（Neutral）档和/或关闭发动
机滑行下坡。这是一种危险的驾驶方式，减少了在交通或道路
情况突然变化时驾驶员进行干预的可能性。驾驶员可能失去对
车辆的控制，随后有碰撞的危险。

▶ 重要！牵引车辆可能给变速箱造成严重损坏。详见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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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rive）– 自动模式

在大多数城市和郊区道路上行驶时，这是正常的使用状态。它可以确
保自动接合最适合驱动要求并具有最大燃油经济性的档位。在这种状
态下，变速箱会自动按需要选择更高或更低的档位。

D（Drive）允许在所有正常使用条件下获得最佳的驱动状态。

当变速箱处于 D 档时，操纵杆上的符号 D （1） 点亮，显示
屏上在字母 A（自动模式）旁显示当前档位以及所选的驱动模
式（ECO/POWER）。

（ECO） 模式自动接合，但驾驶员可通过向右 （2） 移动操纵杆换
入 （POWER ）模式。

完全踩下油门踏板启用“强制降档”功能。该功能根据发动机转速自行
决定是降一档还是降多档以方便超车或换道。

向右移动操纵杆回到 ECO 模式。显示屏将显示所用的状态图标
（3） 和驱动模式 ECO 或 POW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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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手动模式（驱动）

在这种模式下，变速箱与驾驶员手动选择的档位互动，允许驾驶员对
车辆有更大的控制。在这种模式下，变速箱系统允许更好地利用发动
机制动作用，避免不必要地升档或降档，改善整个车辆性能。

要进入手动模式，需要使用 +/- 控制选择一个档位。

操纵杆上无符号亮起。显示屏将显示当前档位，旁边无字母“A”但有字
母“M”（手动模式）（1）。

手动模式可在任何时候接合，不必松开油门踏板。

在手动模式下，当驾驶员手动挂档（ + / - ）时变速箱升档或降档。

变速箱保持在该档直至驾驶员挂入一个更高或更低档位。

当车辆减速至停止时变速箱自动挂入低档（防止发动机抖冲）同时在
仪表台显示屏上显示当前档位。

在手动模式下，车辆可以二档起步。

发动机运转且变速箱处于驻车档时，踩下制动踏板，选择 D 然后 +/-
进入手动模式（如果按下“-”，变速箱将保持在一档，如果按下“+”，
变速箱升入二档）。

要回到自动模式，可向右移动操纵杆（ECO/PWR）或选择 D。

ECO/PWR（ECO/POWER）

当车辆处于自动模式（D）时，向右 (ECO/PWR）移动操纵杆可以将
驱动模式从 ECO 改为 POWER 。显示屏上显示所选择的驱动模式。

在 ECO 模式下，换档进行了优化，确保具有最大的燃油经济性。在
POWER 模式下，换档发生在更高的发动机转速下以更好地利用发动
机发出的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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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对于在 POWER 模式下将车速限制为 90 公里/小时的车型，
变速箱最高可选择到 6 档。速度限制禁止挂入 7 档和 8 档。

ASIS (Adaptive Shift Strategy)

它使变速箱能够根据环境和负载条件临时调整。

ECO/POWER 这两种模式，基于道路结构，各有一种发动机转速/换
档相关间隔。如果变速箱处于 ECO 模式，取决于道路坡度，可以自
动增减执行 ECO 模式的力度。

机油处于冷态时（低于 30°C），离合器进行相应调整以便使机油快
速升温。

在机油处于热态时，会尽量限制离合器的打滑。如果温度超过
120°C，会对变速箱零件执行一种保护策略，暂时限制变速箱的功
能。

使用速度编程器（巡航控制）

巡航控制的使用在“使用与维护”手册中的专门章节中介绍。采用自动
变速箱时，唯一的不同是换档时不发生巡航关闭。

因此可以保持编程车速，无需使用油门踏板：

● （在手动模式下）要换档，可前后移动控制杆。
● 如果适当，为辅助换档（在自动模式下）以适应道路坡度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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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台显示屏上的信号

如果变速箱机油温度过高，黄色图标 （1） 亮起，显示屏上出现“变速
箱温度过高”的信息。车辆不需要停止。

建议驾驶员减速，以适当车速行驶。如果信息仍显示，停车等候几分
钟。如果车辆再次启动后仍显示该信息，可与最近的服务网络联系。

如果显示“P 未启用，施加驻车制动”信息，表明变速箱不能挂入
Parking 档。变速箱仍处于 N 档，需要施加驻车制动。

如果出现“仅在车辆静止时启用 P 档”的信息，表明已请求挂入
Parking 档，但由于车速过高，无法挂入，或已经挂入 P 档，但车辆
仍在移动（比如在雪地上滑行）。

如果出现“只能在车辆静止时启用 R 档”的信息，表明已经请求挂入 R
档，但由于车速过高无法挂入。

变速箱发生故障时，黄色图标 （2） 会亮起，屏上显示“变速箱故
障”信息。

发生严重故障时，红色图标 （2） 会亮起，屏上显示“变速箱严重故
障”信息。

如果发生了故障，请前往最近的服务网络。

系统"Limp Home"

“跛行回家”系统是一个全自动模式，当变速箱促动元件出现故障时可
启用保护策略限制变速箱功能并选择 6 档，从而使车辆在紧急情况下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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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如果"limp home"（跛行回家）模式启用，不要关闭发动
机。如果跛行回家模式启用时发动机关闭，下次发动机启动时
变速箱可能没有足够的工作油压，车辆必须进行牵引。

变速箱从 P（Park）档手动脱离

变速箱从 P（Park）档手动脱离，使车辆在正常使用变速杆无法被牵
引的情况下（比如如果发动机不能起动或有电气故障时），能够被救
援车救援或拖行短距离。

这是一种专门用于应急情况的装置。

▶ 小心！手动使变速箱脱离 P（Park）档前一定要施加驻车制
动。如果变速箱脱开 P 档时未施加驻车制动，车辆可能溜车，
从而造成人员或物品损害。

用来进行变速箱手动应急脱离的装置 （1） 位于地板上，驾驶员座椅
右侧。打开驾驶员座椅右侧地板垫上的护盖。

如需手动分离变速箱，请向上拉动脱离装置 （1）。

如需使装置回位，请再次拉动并释放控制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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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差速器锁接合

（如果配备）

差速器锁只能在泥泞和湿滑地面中使用。

按下开关 （1） 接合差速器锁，该开关内带报警灯，位于按钮板上，
只能在车辆静止或以极低速行驶时接合差速器锁。当车辆处于正常的
行驶条件下时，将开关移回到原位，使差速器锁脱开，内置的指示灯
熄灭。

注意！
差速器解锁步骤 通过不利的道路条件后，按如下程序进行操作：

▶ 停止车辆，将差速器锁开关转到解锁位置。
▶ 瞬时松开油门踏板。
▶ 逐步恢复安全速度。
▶ 如果差速器锁未能立即解锁，前后挪动车辆，以便消除可能存

在的应力。

警告：
● 如果仪表板上的有关报警灯闪烁，意味着达到的车速已经过高：此

时应将差速器锁脱开或降低车速。如果差速器锁未能立即解锁，
前后挪动车辆，以便消除可能存在的应力。

● 在装备有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的车辆上使用后差速器锁，可能会
影响 ABS 系统的功能：请参见次页以及“ABS 和 ESP - 带后差速
器锁的车辆”一节中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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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行驶在泥泞和湿滑地面上时，在未启用差速器锁的情况下切勿
让车轮打滑，否则，即使仅打滑几秒钟的时间，也将会造成损
坏。

▶ 当某个车轮正在打滑时，不要企图启用差速器锁。在启用差速
器锁的情况下，不要在铺装路面或卵石路面上行驶；否则会导
致齿轮严重损坏。

▶ 存在发生事故的危险！ 接合差速器锁后车辆的操纵性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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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ABS - 防抱死制动系统 EBD - 电子制动力分配

▶ 存在发生事故的危险！ ABS - EBD 装置失灵会改变车辆的制
动性能。请小心驾驶，尽快与服务网络联系。

请注意以下几点：

● 制动期间，制动踏板会因 ABS 系统工作而轻微跳动。
● 当ABS 启用时，可以感觉到制动踏板上的脉动，此时不要松开压

力，而应全力踩下踏板；这样才能适应道路状况，在尽可能短的距
离内停住车辆。

● 尽管系统为车辆带来了出色的主动安全性，但驾驶员切勿凭借该系
统试图挑战无谓的或不必要的风险。

● 无论如何，驾驶时都必须考虑天气情况、能见度和交通状况。
● 任何情况下可能实现的最大减速都取决于轮胎和路面之间的附着

力。请记住，在路面有雪或冰时附着力将会显著减少，因此，在这
些情况下即使拥有 ABS 系统的辅助，制动距离也会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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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机运行时 ABS 报警灯 + （1） 报警灯开启并显示 EBD 故障
信息，表明系统中有故障，ABS 和 EBD 功能都有故障。在这种情
况下，紧急制动可能导致车轮抱死，车辆有打滑的危险。如果只是
ABS 报警灯点亮，EBD 可继续起作用，而失去 ABS 功能。在所
有此类情况下，都要避免突然制动，将车辆小心驾驶到最近的服务
网络进行系统检查。

ABS 与 ESP
（如果连接自动变速箱）

除典型的制动控制功能外，这些系统使得在弯道中禁止换入更高档位
成为可能。

发动机运行时 ABS 报警灯 + （1） 报警灯开启并显示 EBD 故障信
息，表明系统中有故障，ABS 和 EBD 功能都有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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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报警灯常亮表明有系统故障； ABS 报警灯常亮、（1） 报警灯
点亮，并且显示 EBD 故障信息表明 EBD 系统有故障。

▶ 宿营车改装 加装某些宿营车专用附件可能使带 ASR + 防溜
车功能 + ABS + EBD + MSR + LAC 功能的 ESP 系统性能下
降。有关进一步的信息，请与依维柯服务网络联系。

▶ 注意！ ESP ASR + 防溜车功能 + ABS + EBD + MSR + LAC
系统性能下降会造成车辆稳定控制系统（ESP）完全停用，
使驾驶员失去对稳定性控制装置的控制。

车辆带后差速器锁：

● 在某些路面条件下，车辆在接合差速器锁的情况下进行制动，与未
接合差速器锁且同样配有 ABS 系统时相比，稳定性要差一些。

● 后差速器锁只应在直道上真正需要时以及车速低于 15 公里/小时的
情况下使用。差速器锁使用不当可能影响车辆的操纵性并给车辆造
成机械损害。

● 在某些路面条件下，接合差速器锁的同时施加制动可能降低车辆的
稳定性，即使车辆装备有 ABS 或 ESP 系统。

● 在某些路面和某些车速下，差速器锁可能影响 ESP 的操作因而影
响车辆的操纵性。

● 差速器锁不能自动脱开： 请遵守脱开差速器锁的指示。恢复正常
操作，停止车辆并松开按钮。

● 松开有关按钮后，如果差速器锁不能马上脱开，可改变行驶方向以
消除应力。再次起步前确保差速器锁已正确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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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

注意！
ESP- 电子稳定性程序 系统通过转向角传感器的信号分析驾驶员
设定的轨迹，通过横摆传感器、加速计和车轮转速传感器分析车辆
实际所走的轨迹。如果车辆失稳，系统会通过制动单个车轮和控制
发动机，降低车速。总之，系统包含如下功能：

▶ ASR： 牵引力控制。
▶ ESP： 稳定性控制。
▶ 防溜车功能： 上坡起步辅助。
▶ HBA： 增加紧急制动时的制动压力。
▶ LAC： 基于负载分配的自适应制动控制。
▶ TSM： 带拖挂时相应改变 ESP 控制功能阻止摆动。
▶ HRB： 增加紧急制动时的后桥制动力。
▶ HFC： 识别与补偿由于制动器过热造成的制动性能损失。
▶ RMI & ROM： 紧急转向时的车辆侧倾控制。

注意！

▶ 持续检查车辆操作数据可以确保 ESP 系统正常运行。如果出
现使 ESP 功能不再可用的错误，ABS 系统和电子制动设备的
操作不会受到损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报警灯会通报
该故障，此时必须尽快前往最近的服务中心。

▶ ESP 系统会在车辆失去稳定性的情况下向驾驶员提供帮助，
但是不保证可以在所有情况下进行完全控制。ESP 系统所提供
帮助的有效性取决于车辆行驶条件，例如，路面状况、轮胎、
制动系统、悬挂等。ESP 系统不能取代驾驶员的小心驾驶。
驾驶员是对车辆驾驶方式负责的唯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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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所有车辆，特别是那些配备了 ESP 的车辆，不允许修改
车辆设备、悬挂、轴距、变速箱、发动机、转向系统、电子控
制单元参数、传感器及其位置，或 ESP 调制器连接管。

▶ 使用车辆登记文档中未推荐的轮胎，不但违法，而且还会影响
ESP 系统和 ABS 系统的操作。

▶ 对于配备了 ESP 系统的车辆，建议在前后车轿上使用相同类
型的轮胎：因此不推荐后桥采用冬季轮胎、前桥采用夏季轮胎
的组合。

▶ 如果要对装配了 ESP 的车辆进行改装，应确保拥有配备了此
设备的车辆专用的具体“改装指南”。在本手册中，依维柯提供
了有关常见车型改装的全部信息。如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与依
维柯服务网络联系。

ASR

ASR-加速打滑控制（如果配备）

系统会对发动机与制动器采取快速的动作，防止驱动轮打滑；即使在
湿滑表面或一个驱动轮打滑时，车辆都可以安全快速地起步。最后，
它还可以减少在弯道过急加速时的过度转向风险。在驾驶员前面的
按钮板上有一个按钮可将系统关闭，但在车速超过60 公里/小时后，
系统会再次恢复启用。

此外在安装防滑链行驶或车轮陷入地面（砂土路面等）时推荐关闭
ASR。

图中所示的黄色报警灯表面两个系统在工作： ASR/ESP 系统工作时
报警灯闪亮，有故障时报警灯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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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R/ESP 排除按钮
按钮 （1） 启用（led 灯熄灭）

完整的功能，最大制动操作，降低发动机扭矩。

按钮 （1） 停用（led 灯点亮且仪表台上的报警灯点亮）

减小功能，保持制动控制但不限制发动机输出扭矩。当车速接近 60
公里/小时时，发动机扭矩控制自动重启。

Hill Holder

（结合 ESP 或降低功能的 ESP）

在以下情况中，系统保持车辆制动约 2 秒：

● 上坡，如果坡度足以启用该功能并挂有前进档；
● 下坡，如果坡度足以启用该功能并挂着倒档。

▶ 注意！ 下面介绍的系统仅起辅助作用，驾驶员必须认真、谨慎
地驾驶。驾驶员还必须遵守公路法规，驾驶员个人对于车辆的
驾驶方式负有完全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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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C - Enhanced Under-Steering Control

该功能通过减小平均曲率半径减小转向不足（车辆在过弯时加大轨线
的趋势）。该系统作用于全部四个车轮（以不同的水平）以改善车辆
过弯时的操控性，同时也减小发动机扭矩。

TSM - Trailer Sway Mitigation

挂车的摆动（由路面不平、突然的阵风所致）可能造成车辆-挂车组合
不稳定，该功能可通过减小发动机扭矩，在摆动严重时还通过干预制
动消除挂车的这种摆动。

HRB - Hydraulic Rear Wheel Boost

该功能在探测到前桥 ABS 激活时可以增加后轮制动器的制动压力，
从而能够充分利用后桥的全部制动力，缩短车辆的制动距离，特别是
在大负荷的情况下。

HFC - Hydraulic Fading Compensation

利用这一功能，系统可以探测到制动能力衰减的情况（制动总泵高
压而车辆的减速度很低），从而增加制动回路中的压力直到 ABS 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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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I - Roll Movement Intervention & Rom - Roll Over Mitigation

基于正常的 ESC 性能，在动态驾驶时，比如从高速路上快速驶出
时，该功能可以减小车辆倾翻的危险。对倾翻危险的测定基于 RMI 的
转向梯度和 ROM 的侧向加速度。在测到有倾翻危险时，就对外侧前
轮施加制动扭矩，减小侧向力从而减小车辆倾翻的可能性。除制动作
用外，还可以减小发动机扭矩。

HBA - Hydraulic Brake Assist

最大限度减小紧急情况下的制动距离。通过非常快速的制动操作动
作，可以探测到紧急制动，随后尽可能快速地提供最大制动压力。

TC - Traction control

牵引力控制系统，可以提高车辆在困难地形和低附着力条件下的自救
能力。通过使用 ESP，系统可以电子模拟自锁式电控机械差速器的
性能。当一个驱动轮处于低附着力条件下时，系统探测到车轮滑转，
便控制液压回路对该车轮施加制动。同时，将发动机扭矩传递给在路
面上具有最佳附着力的车轮。从而能使车辆摆脱困境，同时保持方向
稳定性和行驶性能，确保在最不规则和最湿滑的地形上仍有最大的牵
引力。

在路况不佳的泥土路上行驶时，可以使用仪表板上的按钮关闭发动机
扭矩控制（不再限制发动机输出扭矩）（ESP ( ➠ 页码 88) 解除）
同时保持对车轮的制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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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编程器（Cruise Control）

该功能可自动保持车速，不需使用油门踏板。

注意 不要通过操作速度编程器操纵杆使发动机升温，增加发动机转
速。这样可能造成发动机控制单元出错。

启用/停用条件
巡航控制功能在以下条件下启用：

● 起动发动机后，至少踩了一次离合器踏板；
● 车辆高于 1 档行驶；
● 车速高于 30 公里/小时；
● 制动踏板未踩下；
● 离合器踏板未踩下（仅限搭载机械变速箱的版本）。

注意！
存在发生事故的危险。 系统不会控制也不会调整车辆的方向。

▶ 注意！在交通拥挤、条件特别苛刻的山区道路（有急转弯，
盘旋道路等）或附着力差的道路上，不应使用巡航控制。驾驶
员负责驾驶车辆，一定要始终保持对车辆所有功能的控制，
尤其是转向、加速和制动。

▶ 驾驶员负责驾驶车辆，一定要始终保持对车辆所有功能的控
制，尤其是转向、加速和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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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踩下制动踏板或离合器踏板（仅限搭载机械变速箱的版
本），Cruise Control 功能将停用。如果未达到最低设定车
速，该功能也会停用。

最大速度限制存储在电子控制模块的程序中，不能更改。

控制杆控制的功能描述

所选位置 车辆速度控制

ON/OFF 系统启用

启用- 速度降低

RES 选择上次存储的速度

启用+ 速度增加

● 开启/关闭位置启用/禁用巡航控制功能。
● ON+ 位置执行以下功能：

a）只选一次，即可启用功能并保持由油门踏板在当时设定的车
速。之后，可以松开油门踏板； 车辆会保持设定的巡航车速。
b）当功能已经激活时，用于在不使用油门踏板的情况下增加车
速。

● ON- 位置执行以下功能：
c）只选一次，即可启用功能并保持由油门踏板在当时设定的车
速；
d）如果功能已经启用，则会降低车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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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ME启用该功能，并将车速自动调整到发动机起动之后最后
保存的设定值（关机前最后保存的与所挂档位相适合的设定值）。

注意 （如能预料）。如果车速增加超过设定车速 7 公里/小时（比
如：下坡行驶时）缓速器 会自动启用使车辆减速并维持速
度。警告！设定速度要至少低于法定车速限值 7 公里/小时。

Tip与Ramp Function
短时选择 ON+ 或 ON- 位，车速会以 1 公里/小时的增量变化。比如：
在 60 公里/小时车速下，选 ON+ 位三次会使车速增加到 63 公里/小
时，而在 60 公里/小时车速下，选 ON- 位三次会使车速降为 57 公
里/小时。如果连续选 ON+ 或 ON- 位，车速会连续改变，加速或减
速。

注意 进行此类调整时，车辆必须已经达到设定车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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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与停用巡航控制
选择关闭位可手动停用系统。

注意 这样操作会失掉保存的设定巡航车速。

系统采用以下方法解除巡航控制功能：

● 手动，按下恢复按钮。

注意 在这个位置下，保存的设定巡航车速失掉。

● 自动，如果踩下制动踏板或离合器踏板（搭载机械变速箱的版
本）。

● 自动，如果油门踏板踩下时间超过 30 秒则请求提高车速。
● 自动，如果扳动缓速器操纵杆
● 自动，由于电子稳定性程序 ESP 干预。

关闭后，巡航控制功能仍保持启用（控制杆位于“开启”位）因此只
需按下恢复按钮，车辆就可以恢复前面设定的巡航车速。

踩下油门踏板时间超过 30 秒请求提高车速后，系统会暂时停用。
松开油门踏板后，系统随即自动恢复上次保存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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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限制器

按下中央仪表板上的按钮 （1） 可将当前车速设定为车辆的最大车
速（由 ECU 限速）。这一限速保持有效直到再次按下该按钮为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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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工作转速需求（使用巡航控制的控制键进行发动机转速控
制）

利用该功能改变“使用巡航控制的控制键进行发动机转速控制”功能默
认的发动机设定转速。

启用顺序如下：

1. 起动发动机；
2. 踩下并释放离合器踏板（搭载机械变速箱的版本）；
3. 按下恢复按钮启用功能： 发动机转速会立即达到保存的设定值；
4. 可通过按下 巡航控制 ON+ 和 ON- 按钮改变发动机转速；
5. 达到想要的发动机转速后，按下恢复按钮至少 1 秒时间以保存新

转速。

注意 在车辆静止或车速低于可在 10 公里/小时和 20 公里/小时之间
调整（基于设备）的某个值时，巡航控制控制管理发动机工作
转速需求功能，在更高车速下，如前页所述，它们管理巡航控
制功能。

该功能用来管理取力器（PTO），但如果车辆未装备取力器，也可以
用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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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力器

（如果配备）

车辆也须配备以下取力器（PTO）：

1. 机械变速箱上的 PTO。
2. 自动变速箱上的 PTO。

如果是由上装人员进行安装，车辆最多可以配备两个附加 PTO。

1. PTO 机械变速箱
要接合 PTO，按以下程序进行：

● 车辆停止，变速箱挂空档。
● 接合驻车制动。
● 将离合器踏板踩到底。
● 按下 PTO 启用键 （1）。

PTO 启用后，显示屏上会出现一个确认符号。
● 请等待，直至按钮上的报警灯停止闪烁，保持常亮。
● 松开离合器踏板时，PTO 启用。
● 要分离 PTO，再次按下按钮 （1）。

2. 自动变速箱上的 PTO
发动机和变速箱运行状况取决于控制单元编程（参见车身改装手
册）。

要接合 PTO，按如下步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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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停止，变速箱挂空档。确保不踩油门踏板。
● 按下 PTO 启用键 （1）。

PTO 在数秒后启用，报警灯保持接通，发动机转速变化，达到预设转
速值。

PTO 启用后，显示屏上会出现一个确认符号。

变速箱档位的操作根据“Expansion Module”ECU 编程而定。将 PTO
配置为“静止”或“非静止”，变速箱将按照如下描述进行操作。

“静止 PTO”的配置
只要取力器保持使用状态，变速箱便不会接合任何档位并且始终处于
空档位置。

“非静止 PTO”的配置
变速箱允许接合一档和倒档。有关这些档位的挂档请求，请参见自动
变速箱使用的有关章节。

特别地，当取力器和一档接合时，变速箱不允许再进行换档（因此车
辆只能以一档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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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驾驶准则

开始驾驶前
请注意，底盘车辆不是适合城市和郊区道路的车型认可车辆。

● 将座椅、方向盘和后视镜调整到最适合驾驶的位置。
● 检查踏板运动有无障碍（尤其是制动踏板）。
● 检查喇叭。
● 检查外部灯，必要时清洁灯总成。
● 检查大灯光束定位是否设置正确，尤其是夜间驾驶时。
● 检查车辆下是否漏油或漏出其他液体。
● 检查所有负载是否都正确装载。

▶ 注意！ 存在发生事故的风险：不要将未固定的物体留在驾驶室
内，否则发生碰撞时这些物体可能会移动，妨碍驾驶员对车辆
的控制或撞击乘员。

● 最后，检查确认驻车制动已松开并且仪表台上的指示符和报警灯未
指示任何故障。为避免车辆意外移动，在松开驻车制动时应踩下制
动踏板。

● 正确系紧座椅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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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准则
● 请注意，底盘车辆不是适合城市和郊区道路的车型认可车辆。
● 只有驾驶员处于最佳驾驶姿势时才能进行长途旅程。
● 容易消化的便餐将有助于保持迅速反应并能确保安全驾驶所需的注

意力集中。
● 酗酒、吸食毒品和/或某些药物是非常危险的。切勿在酒精、药物

或麻醉剂的影响下驾驶。
● 小心驾驶还意味着有可能预测到其他人的粗心或错误行为，不超过

规定的限速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正确的车道。
● 始终遵守行车记录仪上指示的停车和驾驶时间（如果配备）。
● 改变方向时要使用信号灯。
● 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此距离随车速、天气条件以及交通和道路

状况而变化。
● 切勿在驾驶时将一只手放在换档杆上；这种无意中施加的压力（即

使很轻）会导致变速箱内部元件不必要的磨损。
● 严禁空档滑行。
● 为避免离合器早期磨损，切勿高档位起步。
● 不要将脚放在离合器踏板上驾驶；此习惯会导致离合器组件的早期

磨损。
● 不要长时间不间断驾驶；每隔一段时间停车休息一下，伸展腿脚进

行放松。
● 使用加热和通风系统或空调系统的多种设置，以保证良好通风。
● 下坡行驶时不要关闭发动机： 这种情况下将无法提供发动机制动

作用，需要使用更大的力踩制动踏板：在低档位使用发动机制动以
避免制动器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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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车辆出现抛锚故障，请停在路旁，打开危险报警灯并放置三角
警示牌，表示有车辆停着。要始终遵守现行交通法规。

● 不要将不干胶或其他贴纸粘贴在车窗上：它们会分散您的注意力或
影响视线。

● 车辆行驶时不要向车窗外投掷烟头之类的燃烧物品，这对于行人、
其他车辆、周围环境和所运输的物品都非常危险。对车辆自身也很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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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准则
请注意，底盘车辆不是适合城市和郊区道路的车型认可车辆。

如果必须离开停止的车辆，请按如下进行：

● 关闭发动机。
● 接合驻车制动。
● 车辆停在上坡或下坡路面时，应接合 1 档或倒档（仅对于配备手

动变速箱的车辆）。
● 发动机关机后，不要将点火钥匙留在 MAR 位置，以避免浪费电能

及导致电瓶放电。

夜间驾驶准则
● 请注意，底盘车辆不是适合城市和郊区道路的车型认可车辆。
● 要特别小心驾驶，必要时要降低车速，尤其是在没有路灯的道路上

行驶时。
● 保持安全驾驶距离大于白天驾驶时的车距， 实际上在只能看见灯

光时很难估计车辆的速度。
● 一开始出现睡意就要停车休息：继续驾驶对自己和他人都是很危险

的。
● 仅在远离繁华地区并仅在确定不会对其他驾驶者产生干扰时才能使

用远光灯。
● 遇到其他车辆时要将远光灯切换为近光灯。

雨、雪、雾天驾驶准则
● 请注意，底盘车辆不是适合城市和郊区道路的车型认可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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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道路是湿的，则车轮和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会显著减小，从而
增加制动距离并减少转弯时的附着力：因此，应该降低车速并与前
车保持更远距离。

● 大雨和起雾会使能见度降低；为了增强车辆的可视性，根据适用的
地方性法规，白天也要打开近光灯。

● 不能高速通过大的污水坑或被水淹没的路段， 否则会出现所谓的
滑水现象，从而导致车辆失控， 优先使用发动机制动并避免突然
制动。

● 如果车外的能见度比较差，则按相应章节中所述的通风控制方法，
有效除去车窗上的雾气。

● 开始驾驶前，检查风挡玻璃雨刷器的情况；如果温度降到 0°C 以
下或者下雪，请检查确认雨刷器没有冻结在风挡玻璃上。停车时要
提起风挡玻璃雨刷器以防冻结。

● 在起雾的情况下，要非常小心驾驶，限制车速，除非有绝对必要，
切勿超车。

● 要确保风挡玻璃/ 大灯清洗器储液罐中的清洗液具有防冻和除垢性
能。

● 在冬季，即使是看上去很干的路面也可能有覆冰的区域：尤其是阳
光照不到的区域或两旁有树木或岩石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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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护罩的车辆和配备车身的车辆
车辆所装的轮胎为 “无内胎”型。建议遵照以下要求以便获得最大的驾
驶舒适度、安全性和较长的使用寿命：

● 装用新轮胎时，前 100 公里不要以最高车速行驶。
● 驶入急弯前，即使车辆性能允许也要降低车速。
● 要避免突然加速或紧急制动。
● 不要长时间以恒定不变的速度驾驶，尤其是在不平坦的道路上行驶

时。
● 检查确认车轮已正确平衡和定位。
● 避免碰撞轮胎的侧面（例如停车时）。
● 在任何情况下，切勿改动充气阀。
● 不要在轮辋和轮胎之间插入任何工具。
● 如果轮辋发生任何形式的变形，请加以更换。
● 压力异常下降时，更换轮胎并进行检查。
● 车辆长时间停车会导致轮胎变形。
● 轮胎压力（包括备胎）必须符合本手册中所述的规定值。
● 切勿使用二手轮胎、未知来源或胎龄超过 6 年的轮胎。
● “有内胎”轮胎切勿与“无内胎”轮胎一起使用。
● 避免将车辆长时间停放在台阶边缘或其他不规则路面上。
● 定期检查轮面花纹深度，确保满足法律规定的最低要求。某些类型

的轮胎具有磨损指示器，一旦它们在胎面花纹上出现，就要更换轮
胎。胎面花纹磨损会增加打滑的风险。

● 定期检查轮胎是否出现不规则的胎面花纹磨损；如果出现这种情
况，请与服务网络联系以获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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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滑链
● 使用防滑链要遵守各个国家适用的现行法规。
● 防滑链只能安装在驱动轮上。
● 确保防滑链不会给发动机舱、悬架或转向部件造成损坏。
● 在积雪道路上行驶时，如有必要可关闭 ASR。
● 为防止轮胎损坏，在安装防滑链的情况下，不要在没有雪的路面上

行驶。在极端情况下（例如在隧道中行驶），请以非常慢的速度行
进并尽可能取下防滑链。

● 装上防滑链后，要保持中等速度，避开坑洞，并且不要开上台阶或
铺装路面。

● 对于某些类型的防滑链，行驶几十米后要重新检查张力。
● 购买或使用防滑链前，请咨询服务网络，他们可以提供更多有关如

何选择和使用市场上出售的用于雪地行驶的产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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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驾驶

▶ 注意！ 使用条件和驾驶行为对燃油消耗和环境具有直接的影
响。通过遵守以下的简单规则，可以不用放弃驾驶乐趣，做到
既避免损害环境同时又降低燃油消耗。

● 不要在发动机冷机时尝试让车辆达到最高性能。
● 车辆停止时不要空踩油门踏板。
● 尽可能不要在两侧车窗打开时驾驶；最好使用通风和空调系统使车

内达到最佳的环境条件。
● 在交通和道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使用快速档。
● 在移动缓慢的市内车流中或低速排队行驶时，建议尽量少用高耗能

的装置（内部高速通风）。
● 换档时或关闭发动机前猛加油门是没有意义的，并且可能会损坏涡

轮增压器。
● 最佳的燃油消耗和性能比可通过将发动机转速保持在转速表上绿色

区域内获得。不得使用红色（超速）区域。
● 要按照依维柯的规定，精心、规范地执行保养和调整操作；这是确

保延长机械零件使用寿命并切实节油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减排装置的维护
减排装置的正常工作可以确保保护环境和车辆的最佳性能。请保持这
些装置的良好状态以确保符合生态与经济性要求的驾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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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过滤器
● >柴油微粒过滤器（DPF）是一种过滤器，用于过滤燃烧产生的细

微粒。不需要进行维护，发动机 ECU 会定期“要求”利用加大燃油
供给进行微粒燃烧清洁过滤器（再生）。在过滤器中进行微粒燃烧
时，燃气温度会达到 650°C，使过滤器过热。在正常工作中也会
发生短时的自然“再生”，造成排气管过热。因此建议不要将车辆停
在易燃材料上面（干草、树叶、纸、可燃液体等）。

● 严格执行定期保养计划：定期保养是安全操作和尽可能保持最低运
行成本的最佳保证。这些保养在保修期间都是强制性的，不予执行
会导致保修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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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y switch

车辆电气系统配备有一个 Emergency Switch 控制，可通过中央仪表
台上的按钮进行操作。

点按按钮 （2） 'OFF'，转向指示灯和示廓灯点亮，车门解锁。行车
记录仪仍通电。

再按住按钮 （2） OFF 至少一秒，发动机与所有系统会关闭，外部车
灯、行车记录仪、解锁的车门（中控锁未操纵）、外开车门（如果配
备）除外。

另外，所有转向指示灯闪烁，外开车门步梯灯点亮。

注意 电瓶分断开关位于电瓶正极上。

注意：如果按下按钮 'OFF'，这也意味着装置控制单元关闭。这一
操作有潜在破坏性，只在紧急情况下才可实施。

注意：如果配备有 AdBlue 系统，按下 ‘OFF’ 按钮后该系统可能无法
正确泄放。这一操作有破坏性，只在紧急情况下才实施，条件一旦允
许即应马上恢复系统工作。

发动机停机后，等待 10 分钟再关闭发动机电源或断开电瓶。如果忽
视该说明可能会损坏 AdBlue 系统。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可以在 10 分
钟内断开电瓶。

要恢复电气系统供电，按下按钮 （1）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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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安全开关

它位于发动机舱内：发生强烈碰撞时，此开关会切断气缸上的所有电
磁阀、减压器和燃油泵的电源，从而阻止甲烷和汽油的流动，进而停
止发动机。

▶ 注意！如果在很轻微的碰撞后，闻到一股明显的供给系统泄漏
的燃气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打开开关（1），而是要用适
当的运输方式将车辆送至维修间。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且车辆
能够起动，则按下按钮重新启用所有电磁阀和燃油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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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速器

（如果配备）

当车辆在长下坡路段上行驶时，最宜使用缓速器；在车辆以中/高速行
驶时可以获得最佳性能。使用缓速器后，可以少用行车制动，在紧急
情况下还能提供全部制动效果。

可以通过将小操纵杆 （1） 置于图中所示的四个位置之一启用缓速
器：（a）; （b）; （c）; （d）): 操纵杆的每个位置与一种制动力水
平对应，最大为 100% 制动力。

另外，在踩下行车制动踏板时，缓速器自动启用。

在仪表台上，操纵杆 （1） 下面，有一个缓速器分离按钮 （2） 用来
禁用踩下制动踏板后自动接通缓速器。

注意 任何情况下，当车速高于 40 公里/小时时，整个功能会自动重
启。

缓速器分离按钮的工作逻辑

按钮 （2） 分离（图标 off）：

完全缓速器功能（制动踏板下的缓速器自动接通）。

按钮 （2） 按下（图标 on）：

行车制动踏板下的缓速器禁止自动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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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当缓速器是使用操纵杆 （1） 启用时，按钮的位置不禁用缓速
器。

每当 ABS 防抱死制动系统或电子稳定程序干预时，缓速器的制动作
用会暂时中止。

如果 Cruise Control（如有）接合，缓速器可能自动启用以确保维持
设定车速。

注意！
缓速器的使用。 缓速器不能在所有工作条件下保证最大制
动扭矩，尤其是长时间使用时（比如：在长下坡路段减速车
辆）。警告！在以下情况中，为安全起见，制动性能是逐渐下降
的，但最大制动作用仍是允许的：

▶ 电气部件出现失效或故障时。
▶ 在缓速器过热的情况下。
▶ 需要考虑相应改变驾驶方式以应对降低的制动力（档位选择，

行车制动）。

注意！
工作温度过高。 危险！

▶ 车辆上安装的是一种电磁式缓速器：在使用期间和刚使用之
后，磁铁的温度可能很高。 警告！即使车辆静止，由于工作
中达到的高温，发动机关机后的数分钟内都不要接触缓速器
部件。不要将车辆停在易燃的材料上（比如：枯草或干叶、
纸、易燃液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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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灯 （1） 在正常操作时的指示

指示灯未点亮：

● 缓速器未接合。

指示灯常亮：

● 缓速器接合，根据操纵杆位置或踩下的制动踏板位置或 Cruise
Control 的请求提供制动扭矩。

报警灯连续闪烁：

● 已预选缓速器，但由于有禁用情况未启用（比如：踩下油门踏板、
温度过高等）。
只有同时有缓速器故障的信号时，禁用情况才可能是由于系统故障
引起的；那种情况下，请前往最近的服务网络。
否则，只是一种暂时的不起作用；因此，可完全松开油门踏板并
使用行车制动，等待缓速器再次启用（这种情况以报警灯常亮为信
号）。



驾驶员应急操作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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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驾驶员应急操作

本章针对您使用车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小问题提供解决指导。

备胎

若要卸下车轮，请按照如下说明操作：

● 拆下卡夹 （1）。
● 固定住滑块 （2） 并拧开锁定装置 （3）。
● 降下车轮支座滑块 （2） 并拧下车轮固定螺母 （4）。

注意 为方便接近备胎，可将车辆底盘升起。

▶ 安装更换车轮时，要完全拧紧备胎架上的紧固装置 (3)。出于
安全原因，定期检查备胎是否固定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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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单车轮车辆的备胎架
在采用单后车轮的车辆上，可按如下取出备胎：

● 将专用六角头匙形件 （1） 插入释放装置 （2） 的底座中。
● 反时针转动扳手 （1），待车轮贴地后继续转动直至绞盘停止转

动。

● 将车轮挪出底盘（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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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拧下螺纹旋钮 （3）。
● 将车轮从固定装置 （4） 上脱开。

要存放更换的车轮，可按如下进行：

● 将固定装置 （4） 装到轮圈上。
● 将固定装置的双头螺柱插入轮圈中的孔内。
● 拧入旋钮 （3）。

● 将车轮挪入底盘（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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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专用六角头匙形件 （1） 插入释放装置 （2） 的底座中。

● 顺时针转动扳手 （1），直至通过标示的透明窗口可以看到黄色缺
口 （3） 或防震离合器接合为止。

注意 绞盘只能用专用扳手 （1） 操作。如无此扳手，座架 （2） 的
外部会转动而不接合。座上有孔，可插入挂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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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轮胎

带护罩的车辆和带独立车身的车辆的常规说明
更换轮胎时，必须按如下所示，采取适当的简单预防措施：

● 将车辆停驻在可以安全更换车轮的安全地带。地面应尽可能平整结
实。

● 关闭发动机，拉动换档杆 （1） 接合驻车制动。
● 接合 1 档或倒档，或将换档杆置于 Parking 位（配备 HI-MATIC

自动变速箱的版本）。
● 如果法律有要求，离开车辆前穿上反光背心。
● 根据驾驶车辆所在国家的适用法规，标明车辆位置：

- 危险警告灯；
- 反光三角警示牌；
- 其他。

注意！

▶ 事故风险！建议所有车上成员都离开车辆并前往远离道路的安
全区域等待（针对配备独立车身的车辆。）

▶ 此外：要记住，在举升汽车前，要用三角垫块（随车配备时）
卡住仍然贴地的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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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如能预料）

作为检查和保养的规则，要遵守千斤顶制造商提供的具体文件中给出
的指示。

使用后，把千斤顶降到最低位置。

注意！
事故风险！ 使用千斤顶的注意事项。

▶ 使用千斤顶时，必须严格遵守千斤顶标牌上的说明。
▶ 千斤顶只能短时间支撑车辆，例如，更换轮胎。
▶ 不要在松软路面上使用千斤顶。
▶ 不要顶升无明确标示顶升点的车辆。
▶ 请勿将您身体的任何部分置于被支起的车辆下方。如有必要，

请联系服务网络。
▶ 千斤顶只能用于更换配套车辆的车轮。严禁将此千斤顶作其他

用途，例如，支撑其他车辆。在车辆下方工作时，绝对不可以
仅使用千斤顶支撑车辆。

▶ 如果未正确放置千斤顶，可能导致被支起的车辆滑落。请勿使
用千斤顶承载大于其标牌上规定的载荷。

▶ 千斤顶不可修理：如果损坏，必须更换原厂同款新品。
▶ 除与该千斤顶一起提供的杠杆，不得将其他工具与千斤顶配合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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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操作所需的工具。工具存放在驾驶员座椅下的工具箱里（参
见“车载设备” 一章）。

● 取出备胎（见本章中的“备胎” 一节）。
● 如果需要，取下轻合金车轮盖（见本章 “轻合金车轮盖”一节）。
● 让要更换的车轮与地面接触，拧松车轮螺母。

● 放置千斤顶。

▶ 为了保证正确紧固，只使用车辆随带的工具。

● 升起车辆。
● 使用扳手将车轮螺母全部拧下，然后取下车轮。
● 安装备胎。安装车轮前，先清洁螺栓、螺母和接触面，清除所有最

终可能造成车轮螺母松动的污迹。采用以上建议，有助于下一次拆
装车轮。

▶ 注意！ 事故风险！ 通知现场的其他人车辆将升起。人员必须
离开车辆附近，防止出现即使是无意触及车辆造成的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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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采用双轮的车辆的提示
在更换内侧车轮时：

● 车轮必须装到轮毂上，相对中心 （1） 120°，如图所示。

● 如图示正确安装车轮。
● 不要损伤内侧轮胎的气门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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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螺母拧紧扭矩
固定前后车轮（螺栓 M14）型号 35S：（最大值；最小值）176 -
144 牛米（17.6 - 14.4 公斤米）。

固定前后车轮（螺栓 M14）型号 35S，配合金轮圈：（最大值；最小
值）245 - 200 牛米（24.5 - 20.0 公斤米）。

固定前后车轮（螺栓 M18 x 1,5）型号 35C - 50C（最大值；最小
值）350 - 290 牛米（35.7 - 29.5 公斤米）。

固定前后车轮（螺栓 M18 x 1,5）型号 65C（最大值；最小值）350 -
290 牛米（35.7 - 29.5 公斤米）。

固定前后车轮（螺栓 M18 x 1,5）型号 70C（最大值；最小值）350 -
290 牛米（35.7 - 29.5 公斤米）。

重要：对于新车，每次拆装车轮后，行驶最初 50km 和随后的 100
km 之后都要重新拧紧车轮螺母。

另外，要尽早：

1. 检查新轮胎压力（见‘技术规范’一章中的表格），为更加安全，
还要检查其它轮胎的压力。

2. 检查车轮螺母是否紧到正确的扭矩。

注意！

▶ 稍稍拧紧螺母将车轮固定到座上。
▶ 让车轮落地，最终拧紧螺母，将相对的螺栓成对拧紧（见

图）。在杠杆一端施加人身体的重量（约 70 kg）与所需扭
矩基本相当。



驾驶员应急操作

285

▶ 将更换的车轮放到一边。
▶ 将所用的工具放到一边。

注意！

▶ 随供的备胎是车辆专用的： 不要用于其它车型或使用其它车型
的备胎。

▶ 车轮螺母也是车辆专用的： 不要用于其它车型或使用其它车型
的车轮螺母。

▶ 尽快将换下的车轮加以修理并重新装到车上。
▶ 在任何情况下，切勿改动充气阀。
▶ 不要在轮辋和轮胎之间插入任何工具。
▶ 定期检查轮胎和备胎压力，遵守 “技术规格参数” 一章中列示的

气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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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升点

图中分别示出了以下部位的顶升点：

● 采用 MECTOR 悬挂的车辆的顶升点。

● 采用横置钢板弹簧悬挂的车辆的顶升点



驾驶员应急操作

287

● 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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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毂盖

各种类型的轮毂盖都有螺柱 / 螺母紧固孔，这些孔较其它孔要宽一些
以方便车轮的拆装。

所有车轮均配备轮毂护盖

● 将车轮 （1） 装到轮毂上；
● 拧入双头螺柱 （2） 固定车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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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轮毂盖帽 （3） 定中两个较宽的孔
（4），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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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剩下的四个双头螺柱装到车轮上。
● 拧入并紧固所有元件。

带轮圈卡钩的一体式车轮盖（选装）

在装备一体式车轮盖（如果配备）的车辆上，要按如下进行以防止轮
胎气门故障：

● 安装车轮盖时，要将轮胎气门 （1） 对准气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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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前轮的轮毂护盖配置

安装轮毂盖时，按前页所述程序进行。

图示为整个车轮。部件图例。

图例：

车轮 （1）；

固定螺母 （2）；

轮毂盖帽 （3）；

中心孔 （4）- 三个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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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前轮的轮毂护盖配置

安装轮毂盖时，按前页所述程序进行。

图示为整个车轮。部件图例。

图例：

车轮 （1）；

固定螺母 （2）；

轮毂盖帽 （3）；

中心孔 （4）- 三个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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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合金车轮盖

（如果配备）

要更换车轮盖，按如下进行：

● 用一螺丝刀拆下车轮盖护帽 （1）。

● 用适当的工具 （2） 拧下螺丝，拆下车轮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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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拧下车轮固定螺母 （3） ，拆下支架 （4）。

更换车轮后，以相反次序执行上述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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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快速修理包 FIX & GO 500 Sensor

▶ 胶筒内含乙二醇。含有乳胶： 可能引起过敏反应。不可摄入。
眼睛接触时会感到刺疼。如果吸入或接触皮肤可能会引起反
应。避免接触皮肤、眼睛和衣物。如果不慎接触，要用大量流
水冲洗。如果摄入，不要引吐；要漱口并喝大量的水。立即就
医。存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哮喘患者不得使用本产品。
在插入和抽吸时不要吸入蒸气。如有过敏反应立即就医。

▶ 保持胶筒在筒腔内，避开热源。密封剂有失效期。如果密封剂
失效，更换胶筒。不要扔掉含有密封剂的过期胶筒，而应按照
既有法规加以处置。

套件
轮胎快速修理包中包含：

● 压缩机本体 （A） 与压力表和黑色充气软管 （B）；
● 修理胶筒 （C） 与：

– 黑白（透明）条纹有机硅管 （D）；
– 标贴 （E） 标有 “max. 80 km/h” 字样，要贴在驾驶员很容易看
到的位置（邻近仪表板），表示一个轮胎已使用快速修理包进行了
修理；

● 一付防护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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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书，如图所示，用来指导如何正确使用修理包；
● 不同充气装置的适配器，后轴双轮车辆上使用的气门嘴接长管。

注意 这些零件都存放在压缩机底座内的一个活门后面。

▶ 注意！ 一定要告知驾驶员已经使用快速修理包给轮胎进行了充
气。还应给每一位在修理后处置轮胎的人一份说明表（如图所
示）。

注意！

▶ 对于不是车辆交付时配装的轮胎，快速修理包可能不适合使
用。如果必须要更换轮胎，要使用制造商认可的轮胎： 请与服
务网络联系。

▶ 如果压缩机过热并因过热抱死，可将它摘下，等几分钟冷却
后再试。对于不是车辆交付时配装的轮胎，快速修理包可能不
适合使用。如果必须要更换轮胎，要使用制造商认可的轮胎。
请与服务网络联系。

▶ 修理包的工作时间一次不要超过 20 分钟。否则可能过热。
▶ 轮胎修理包只适合进行临时修理；修理后的轮胎要尽早请服

务网络检查。
▶ 密封剂在 -20°C 与 +50°C 之间有效。
▶ 胎面和胎肩上直径不超过 4 mm 的穿孔可用修理包修理。
▶ 不能修理胎壁上的损伤。在这种情况下，请与服务网络联系。
▶ 如果轮胎损坏过于严重，不要使用修理包修理。在这种情况

下，请与服务网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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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轮圈变形（以致于造成轮胎漏气），则轮胎不能修理。
在这种情况下，请与服务网络联系。

▶ 不要去掉刺穿轮胎的异物（螺丝、钉子等）。
▶ 一个胶筒的含量只够修理一个轮胎。
▶ 备用胶筒可从服务网络购得。

▶ 如果密封剂失效，更换胶筒。不要扔掉胶筒或密封剂。应按照
既有的当地法规和国家法规加以处置。

使用修理包进行修理

▶ 注意！ 要戴上轮胎修理包中提供的手套。

1. 接合驻车制动。拧开轮胎气门嘴帽，抽出黑白（透明）条纹有机硅
充气管 （A） 并拧紧轮胎气门嘴上的环形螺母。

注意 有关后轴双胎的修理，请参见后面有关章节中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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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插头插入车辆的 12 伏电源插座。

3. 起动车辆发动机。

4. 反时针转动选择器 （1） 至修理位置 （A）。

5. 按下 'ON/OFF' 开关操作修理包 （2）。

将轮胎充气至本手册中所示的压力。为了读取更为精确，检查压力表
（3） 上的压力时关闭修理包，而开关 （1） 仍在修理位置。

▶ 注意！ 进行轮胎修理和充气操作时不要关闭压缩机（将密封
剂喷入轮胎约需 2 分钟，接着是约 6 分钟的充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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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后轴双轮的车辆
外侧车轮

如果采用双轮的车辆轮胎被刺穿，可使用如图所示的气门嘴加长管。
加长管 （1） 位于充气套件底座内的舱门内。

● 将加长管拧到轮胎气门嘴 （1） 上。
● 将黑白（透明）条纹有机硅充气管 （A） 拧到加长管上。
● 遵照前页所述的修理程序进行。

注意 加长管 （1） 只能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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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侧车轮
如果采用双轮的车辆轮胎被刺穿，可使用如图所示的气门嘴加长管。
加长管 （1） 位于充气套件底座内的舱门内。

● 将加长管 （1） 拧到内侧车轮的 （2） 上。
● 遵照前面所述的修理程序进行。

使用修理包完成修理后，要让服务网络检查一下加长管 （2）；加长
管可能需要更换。

注意 加长管 （1） 只能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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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如果轮胎在 10 分钟内没有达到至少 3 巴的压力，从气
门嘴上摘下黑白（透明）条纹有机硅充气管（A）并拔下 12
伏电源插头，然后让车辆前进约 10 米，使密封剂在轮胎内
布匀，之后再重新进行充气操作。如果这样做仍无济于事，
无法在 10 分钟内达到 3 巴压力，则车辆不要再开了，轮胎损
坏得太严重，快速修理包不能保证可靠密封了。在这种情况
下，请与服务网络联系。如果轮胎达到了本手册中规定的压
力，则可以马上驾驶车辆。在驾驶员很容易看到的位置贴上标
贴，表示一个轮胎已使用快速修理包进行了修理。

注意！

▶ 小心驾驶，特别是过弯时。
▶ 车速不要超过 80 公里/小时。
▶ 不要突然加速或制动。
▶ 不要将标贴贴在方向盘气囊护盖上。如图所示，将它贴在仪

表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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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驶 10 分钟或 8 公里后： 停车，施加驻车制动然后检查轮胎压
力。

用压缩机检查轮胎压力时，使用黑色管 （B）。

注意 黑白（透明）条纹有机硅管 （A） 是修理用的。

注意！

▶ 如果压力下降到 3 巴以下，不要继续行驶：轮胎损坏过度，
修理包不能保证可靠密封。

▶ 如果测量的压力不低于 3 巴，可重新充气至正确压力，继续行
驶。

▶ 在任何情况下，请尽快与服务网络联系。

使用修理包恢复充气压力
1. 接合驻车制动。拧开轮胎气门嘴帽，抽出黑色充气管 （A） 然后拧
紧气门嘴上的环形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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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插头插入车辆的 12 伏电源插座。

3. 起动车辆发动机。

4. 将选择器 （1） 顺时针转到充气位置 （B）。

5. 按下 'On/ Off' 开关操作修理包 （2）。将轮胎充气至本手册中规定
的压力。为了读取更为精确，检查压力表 （3） 上的压力时让中心开
关仍处于充气位置。

注意 要给轮胎放气，按下按钮 （4）。

注意 如果需要检查后外侧双胎的压力，要使用合适的接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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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胶筒
● 按胶筒释放钮 （1）。
● 抽出胶筒。
● 插入备件，往里推直至自动接合。

● 将半透明管 （A） 插入座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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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灯泡

（如有）

要打开发动机舱，请参见“由用户进行的检查”一章中的“开启和关闭发
动机盖”一节。

前灯总成
（如果配备）

灯总成包括侧灯、转向指示灯、近光灯和远光灯灯泡。大灯灯泡按如
下布置：

1. D.R.L. 车灯

2. 近光灯

3. 侧灯

4. 远光灯

要接近灯泡 （1） ，拧开灯座。要接近灯泡 （2）、（3）、（4），
先拆下后橡胶护盖。更换灯泡后，重新装上灯座和护盖，确保其位置
正确。

另外，保险杠上还有：

5. 转向指示灯。

以及意料之中的：

6. 雾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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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大灯内部可能有一薄层冷凝水：这不是故障而是一种由低温和
湿度造成的自然现象；灯接通时它会很快消失。灯内如有水滴
则表明有水渗入。请与服务网络联系。

▶ 在湿冷的天气下，或刚下过大雨或刚洗过车，大灯表面可能
结雾，里面也可能出现冷凝水珠。这是由于玻璃内外有温度和
湿度差而形成的一种自然现象。不是故障，不影响灯的正常使
用。灯接通后冷凝水会迅速消失，从中间开始向边缘漫延。

▶ 手指不要触摸卤素灯泡；可用面巾纸保护。手拿灯泡时，只接
触金属部分。如果用手指触摸灯泡玻璃，不仅会降低灯泡的亮
度，还可能影响灯泡的使用寿命。如果不慎触摸，要用酒精清
洁并晾干。建议尽可能由服务网络更换灯泡。

▶ 卤素灯含有高压气体，如果破碎，碎玻璃可能四处飞溅。
▶ 要遵守依维柯规定的功率值，否则仪表板上可能显示诊断信

号，控制单元也可能关闭照明系统防止过载。
▶ 对电气系统进行不正确的改动或修理，不考虑系统的技术特

点，可能造成功能异常并有引发火灾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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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照灯内部概图（如果配备）

1. D.R.L 车灯
2. 近光灯和侧灯。
3. 远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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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灯（如安装）
更换驻车灯，按如下进行：
● 拉动专用的凸片 （1），以取下护盖。

● 取出灯座 （2） 以更换侧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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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近光灯/远光灯（如果配备）
按如下更换灯泡：
● 拉动专用的凸片，以取下护盖。

● 摘开灯座卡夹 （1），将两条支腿 （2） 朝您的方向拉起，在灯泡
两侧掰开，用两个手指小心握住插头 （3） 朝您的方向拉；取下
灯座后，摘下灯泡，换上新灯泡，手指不要触摸灯泡玻璃。检查
固定插头 （3） 底部的部分是否完全插入线端内，装回插头和灯
泡，确保反光器座的轮廓和两个凸起相配；提起两条支腿朝怀里
拉，挂上灯座卡夹，使两条支腿均位于灯泡的杯口处，从大灯外面
检查灯泡的位置是否正确；沿外缘按压，装回护盖。

更换 D.R.L 车灯（如果配备）
按照以下步骤更换 D.R.L 灯泡：

● 拧开灯座 （1） 从灯总成上拆下，然后用同样规格的新灯泡更换
灯泡 （2）。

● 按上述操作说明以相反次序重装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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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转向指示灯（如果配备）
更换驻车灯，按如下进行：

● 拧开板 （2） 的紧固螺钉 （1）。拆下板 （2） 以接近整个灯座
总成。

● 分断插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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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开下固定器 （4） 和紧固销 （5） 松开灯座，朝车身外部拉，
从车身上取下部件。

● 如灯座本体上所示（ON 拧松， OFF 拧入）拧开灯座 （6）。
● 换上同样规格的新灯泡。

● 重装时按拆卸操作的相反次序进行。

前雾灯
（如果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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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拧开板 （2） 的紧固螺钉 （1）。拆下板 （2） 以接近雾灯。

● 拧开固定雾灯 （4） 的螺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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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下灯座插头，从车身上拆下雾灯 （4） 。

● 拧开灯座 （5），换上同样规格的新灯泡。
● 重装时按拆卸操作的相反次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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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大灯光束

（在车辆的车身配备完整时执行）

大灯需要正确调整，不仅是为了驾驶员的舒适和安全，也是为了所
有道路使用者。为确保在车灯开启的行驶中具有最佳的可见性，必须
对车灯光束进行正确调整。有关可能的调整和控制，请与服务网络联
系。

对于可能的手动调整与控制，可与服务网络联系。大灯定位装置有四
个档位： 基准位置 0 和 3 个校正位置。

大灯定位装置
该装置在点火钥匙置于“1-MAR”位且近光灯接通时工作。车辆载重后
会略向后倾斜，造成光束抬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再一次进行正确
的光束调整。

大灯位置调整
调整时，操作图中所示的位于中央仪表台的按钮 和 。

仪表板显示屏会提供调整位置的可视化显示。

注意 每次改变运输货物的重量时都要检查光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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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灯方向
（如果配备）

有关可能的调整和控制，请与服务网络联系。

在国外行驶时的大灯调整
（在车辆的车身配备完整时执行）

近光灯方向的调整针对的是在注册国中行驶的情况。如果行驶到交通
习惯相反的国家（靠左或靠右行驶），为避免造成对面来车驾驶员眩
目，必须使用专门为此设计的不干胶贴纸调整光束方向。请与服务网
络联系。



316

驾驶员应急操作

安装了电子控制单元情况下的使用注意事项

为防止出现可能导致永久损害或降低控制单元操作性能的错误操作，
请遵守下述说明：

● 如果底盘作业需要进行弧焊： 请联系服务网络，他们可以提供所
需操作的正确指导。

● 在发动机运行或者控制单元通电的情况下，不要从控制单元上断开
或连接插头。

● 执行要求断开电瓶连接的任何维护操作后，确保重新连接电瓶时正
确连接接线端。

● 不要在发动机运转时断开电瓶。
● 切勿使用电瓶充电器起动发动机。
● 充电时将电瓶与车载系统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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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瓶

电瓶位置
车辆电瓶（如图所示）位于驾驶员侧车门隔舱（左侧驾驶车辆）内部
的专用隔舱内。电瓶位于右侧驾驶车辆的副驾驶侧车门隔舱中。

操作时请遵守以下步骤：

● 松开固定器 （2）。
● 打开护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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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电瓶为少维护型，因此在正常的使用条件下，不需要加注电
解液。但推荐进行定期检查，查看电解质液位是否仍处于电瓶的最小
液位 MIN 和最大液位 MAX 之间。如有任何故障，请向服务网络咨
询。

注意 对于装备电子报警系统的车辆，必须在上增加以下要求
( ➠ 页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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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车所用的电瓶在标签下设有一个可保存
电瓶特定信息的电子装置。

该装置位于"IVECO RF Power"标签下。
按保修更换电瓶时，为防止损坏装置和丢
失所有有用信息，避免以下操作：

● 高压冲洗整个电瓶的安装区域；
● 使用水以外的液体冲洗；
● 因任何原因取下标签；
● 剖开或者损坏标签；
● 将物品放在装置上面或附近；

▶ 注意！ 故意篡改标签会使装置
保修失效。

▶ 注意！车上所装的原装电瓶
是一种在制动时可进行优化充
电的电瓶。更换电瓶时一定要
与服务网络联系。要用相同类
型、相同规格的电瓶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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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电瓶时注意防止伤害的警告
1. 严禁吸烟以及使用火焰和明火。禁止产生火花。连接设备或测试

直接连接电瓶的设备时，不可产生火花。断开电瓶连接前，拆下
控制单元中相应的保险丝，断开带电设备（行车记录仪、车内照
明灯等）。首先，断开接地线。避免错误连接或使用固定扳手处
理引起的短路。如果没有必要，请勿拆下接线端的防护帽。
连接电瓶电缆时，最后安装接地电缆。

2. 佩戴安全护目镜或面罩！
3. 将电瓶液和电瓶放置在儿童触及不到的地方！
4. 电瓶中含有酸液。佩戴防护手套并穿着防护服。请勿倾斜或倒置

电瓶：酸液可能从排放孔处泄漏。
5. 注意操作说明的警告及电瓶制造商的文件资料。
6. 存在爆炸危险！ 需要特别小心充电后的电瓶，或者经过长途行

驶后的电瓶。充电期间，会产生易爆气体（氢气和氧气的混合
物）。确保通风良好。

注意！

▶ 电瓶中含有重度污染物。更换电瓶时，建议联系服务网络，
以符合法律规定的环保方式处理废弃电瓶。

▶ 不正确安装电子设备可能导致车辆严重损坏。如果附件购置后
需要安装，请与服务网络联系，他们会推荐最适用的设备。

▶ 电瓶液具有毒性和腐蚀性。避免接触皮肤和眼睛。操作应在有
良好通风的场所进行，避开有明火或可能产生火花的地方（吸
烟、手机等）： 否则有着火和爆炸的危险。

▶ 如果电瓶低于总容量的一半时放置，可能因硫化造成损坏，
影响起动性能并更容易冻结（在 - 10°C 就可能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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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勿使用快速电瓶充电器进行应急起动，见次页： 这可能会损
坏电气系统，特别是管理点火及燃油供应的系统。

实用建议
为防止电瓶快速放电并在操作期间对电瓶进行保护，请遵照以下提
示：

● 电瓶接线端始终安装牢固。
● 请勿在发动机关闭的时候长时间开启用电设备（车载收音机、车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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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车辆停稳并关闭发动机后，离开时要确保内部和外部灯都已关
闭。

充电

▶ 注意！ 所介绍的电瓶充电程序仅供参考。服务网络可以提供执
行充电程序所需的任何信息。

注意 最好以小电流慢充约 24 小时。

充电时，最大充电电流不允许超过标称容量的 1/20。

充电时间超过 24 小时或快速充电可能损坏电瓶。

请遵守以下充电程序：

● 如果车辆装备有报警系统，停用报警系统。
● 从电瓶极柱断开电气系统端子。
● 将充电器电缆接到电瓶极柱上。
● 接通电瓶充电器。
● 充电后，先关闭充电器再与电瓶断开。
● 将端子接到电瓶极柱上，注意极性。

注意：恢复连接时，检查连接器是否正确插合，确保将连接器完全
插入（机械卡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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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辅助电瓶起动
如果电瓶亏电，可以使用另一电瓶起动发动机，其容量应与亏电电瓶
相同或略大。

注意 建议与服务网络联系检查/更换电瓶。

▶ 注意！必须由熟练人员执行前述起动程序，操作不当可能造成
高强度放电。另外，电瓶内部工作液具有毒性和腐蚀性，必须
避免接触皮肤和眼睛。不要携带明火或烟头站在电瓶附近，
也不要生成任何火花。

起动时，按如下进行：

● 断开一切不必要的电气装置。
● 打开并升起发动机罩。

● 打开小门 （1） 以便连接电瓶正极。
● 用辅助电瓶进行应急起动所用的电缆应具有合适的长度和截面，

防止过热和起动失败。
● 使用如图示的专用电缆连接两电瓶的正极端子（线端旁带 ++ 符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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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第二根电缆将辅助电瓶的负极端子（–）连接到图示的接地点（风挡玻璃下面靠近冷却液储罐处）。禁止连接到
其它接地点。

● 注意：恢复连接时，检查连接器是否正确插合，确保将连接器完全插入（机械卡止）。
● 起动发动机；
● 发动机运行时，按相反次序拆下电缆；
● 发动机起动后，要保持运转足够长的时间确保电瓶完全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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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不推荐使用快速电瓶充电器（助力器）起动车辆。必要时请咨
询服务网络。

如果尝试多次仍无法起动发动机，不要继续尝试；请与服务网络联
系。

▶ 警告！不要直接连接两个电瓶的负极端子：产生的任何火花都
可能点燃电瓶泄漏的爆炸性气体。如果辅助电瓶装在另一车辆
上，确保该车辆与电瓶亏电的车辆之间没有金属件意外接触。

惯性起动
切勿用推动、牵引或斜坡溜车方法起动。这样做可能导致燃油流入催
化转换器，造成无法修复的损坏。

▶ 注意！注意，发动机未运转时制动伺服和助力转向装置不能启
用，因此需要用比平常更大的力踩制动踏板和操纵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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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盘车辆长时间停机或停驶

为了使底盘车辆在长时间停机或停驶时保持充电状态和电池使用寿
命，建议在这时断开电瓶的负极端子。

按如下进行：

● 如图示握住插头 （2） 。
● 按下插头 （2） 的锁钮 （1）。

● 拔下插头 （2） 放在电瓶间内防止损坏。

按上述程序以相反次序重新连接插头。

注意 恢复连接时，确保前述插头 （2） 正确插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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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车辆

如果需要长距离牵引车辆，要将传动轴与后桥法兰断开。

如果发动机不起动（比如电瓶没电或温度过低）可使用电气性能相当
的辅助电瓶（参见电瓶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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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随车附件中包含的拧入式拉钩 （1），插入车辆保险杠下。如次
页图所示，可通过拆下护盖接近。

不推荐推车起动。

但如果需要以推或拉的方式起动时；按如下进行：

● 挂高档（比如 3 档、4 档），
● 中等车速（包括下坡时），
● 逐渐释放离合器踏板（配备机械变速箱的车辆）。

▶ 存在发生事故的危险！ 发动机停止时无制动与转向助力。
需要在制动和转向时施加更大的操作力。

对于配备自动变速箱的车辆，请阅读相关章节中提供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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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配备 Hi-Matic 变速箱的车辆

发动机关机，变速箱传动系统锁止在驻车位（变速箱操纵杆上
的“P”位）。

发动机运转时，通常可通过变速箱操纵杆释放驻车。

如果发生故障，还设有一个释放拉杆 （1） 位于驻车制动操纵杆附
近，可用来使车辆移动。

牵引车辆时一定要让发动机运转且变速箱置于 N 档。

如果无法起动发动机，松开释放拉杆 （1） 后即可由救援车拖走，
也可在车间内短距离牵引或移动到一个安全的位置进行传动轴拆卸
操作。只有将传动轴与变速箱动力输出法兰分离后才能长距离牵引车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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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快速参考

报警灯开启 问题 补救措施

燃油滤清器中有水。
将水泄放掉。
如果报警灯仍然点亮，更换过滤器。

发动机机油压力过低。
在发动机冷态情况下检查机油液位，必要时加注。如果
故障仍存在，请与服务网络联系。

ABS 系统故障。 请尽快与服务网络联系。

制动器低效，制动衬片磨
损，EBD 故障。

检查制动液液位。如果液位过低，请寻求服务网络的帮
助，请他们对系统进行全面检查和/或更换制动衬块。
检查 EBD 系统工作是否正常。

电瓶电量不足。 请与服务网络联系。

冷却液不足。
检查液位并在必要时加注（操作应在发动机处于冷态下
进行）。如果故障仍存在，请与服务网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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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车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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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车附件

随车附件装在位于底盘中部的专用隔舱
（1） 内。根据所需底盘类型可能有所不
同。

其中包括座椅安全带、外部和内部后视
镜、把手和正确完成装配所需的其他小配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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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日常检查

发动机舱盖（如果配备） 337
要进行的检查 341
每次出行前 342
每周 348
车辆养护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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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一些简单操作和验证程序十分重要。对所有需要正确更换轮胎的
服务执行预防性检查（定位起重千斤顶、使用扳手等）。请不要将这
些程序视为麻烦的例行公事；车辆的性能是否完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这些程序。

对车辆部件进行良好的预防性维护，是对服务网络要求的定时维护的
有力支撑，这有助于节约您的时间并减少不便之处。

▶ 如果排气口异常排烟或发动机出现异常噪音，向依维柯服务中
心寻求帮助。

▶ 注意！ 如有任何故障、失灵等情况，不要对车辆进行任何作
业，而应与服务网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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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舱盖（如果配备）

开启
车内

拉起图中亮显的位于仪表台下部的释放杆松开发动机罩。该手柄可将
发动机盖的卡夹与栓钩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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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外

● 通过拉动前格栅内的操纵杆，松开发动机罩关闭装置 （1）。



驾驶员日常检查

339

开启时，使用两手按住发动机罩，防止它突然开启。

由于图中所示的弹簧的作用，发动机罩保持在开启位置。

▶ 事故风险！当车辆配置完整且安装有风挡玻璃和风挡玻璃雨
刷器臂时，确保在打开和升起发动机罩时风挡玻璃雨刷器在风
挡玻璃上处于工作位置。如果风挡玻璃雨刷器处于抬起位置，
雨刷器可能损坏并损坏发动机盖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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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存在伤害的风险：发动机盖打开时，由于发动机零件很热，
有可能将人烫伤。发动机运转时，旋转的机件也可能造成人身
伤害。要注意围巾或宽松的衣物：旋转的零件可能将其缠入。

关闭
按如下关闭发动机盖：

● 降下发动机罩至合适高度，以便随后松手，让发动机罩完全落入锁
闭位置，与其锁闭机构接合。

● 检查发动机盖是否正确闭合而不仅仅是搭靠在车身上。如果发动机
盖仍未正确闭合，不要按压发动机盖试图令其锁止，而应将盖再次
抬起来重复关闭的动作。

▶ 注意！ 事故风险！ 一定要检查发动机盖是否正确闭合并锁止
入位，特别是在进行了发动机舱内的作业后。发动机盖如果
没有正确闭合，在汽车行驶时可能掀开，阻碍驾驶员的视线。
如果在行驶中发现发动机盖未正确闭合，要立即停车并将发动
机盖正确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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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的检查

每次出行前
1. 发动机油
2. 发动机冷却液（所有发动机）和两

级涡轮（F1C 发动机）。
3. 制动液
4. 风挡玻璃清洗液

每周
5. 转向助力油
6. 燃油滤清器（仅限柴油车辆）
7. 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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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出行前

1. 用量油尺 (1) 检查发动机机油液位。
必要时通过加注口 （2） 加注。

注意！
有失火的风险！ 加注后，正确关闭加注口 （2），防止驾驶时出
现危险的漏油现象。

▶ 加注机油时切勿超过最大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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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油液位必须位于量油尺 （1） 的 MIN 和 MAX 标记之间。

机油液位不得高于 MAX 标记。

注意 发动机停机后，等至少 15 分钟再进行油位检查。

对于装备微粒过滤器的发动机，必须仅由授权维修间更换机
油。

使用指定推荐的油品：

搭载柴油发动机的车辆：Urania Daily FE - Urania Daily LS

使用 CNG 或 Natural Power 的车辆：Urania Daily

任何情况下都要参照 “技术规格” ( ➠ 页码 430) 一章中的工作液和润
滑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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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查冷却液液位。
发动机
液位必须在储液罐上的 MAX 和 MIN 标记
之间。

使用指定推荐的油品：

Paraflu HT

任何情况下都要参照 “技术规格”
( ➠ 页码 430) 一章中的工作液和润滑剂
表。

液位不得低于 MIN 标记。必要时通过加
注口 （3） 加注。

▶ 注意！ 仅当发动机关闭并充
分冷却后，执行检查；否则，
打开水箱盖时可能喷出滚烫液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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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级涡轮回路（F1C 柴油发动机）
液位必须在储液罐上的 MAX 和 MIN 标记
之间。

使用指定推荐的油品：

Paraflu HT

任何情况下都要参照 “技术规格”
( ➠ 页码 430) 一章中的工作液和润滑剂
表。

液位不得低于 MIN 标记。必要时通过加
注口 （4） 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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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查制动控制液位。
拧开盖检查制动液是否处于最大液位。

如果液位过低，请与服务网络联系。

使用指定推荐的油品：

Tutela Truck DOT SPECIAL

任何情况下都要参照 “技术规格” ( ➠ 页码 430) 一章中的工作液和润
滑剂表。

▶ 注意！ 制动液有毒而且具有腐蚀性：如果不小心接触到，立即
用水和中性肥皂清洗。

4. 检查风挡玻璃清洗器储液罐液位
清洗液储罐位于发动机舱内。

表中给出了加注时需要满足的水与 Tutela Professional SC 35 工作
液之比。

外部温度 -35°C -20°C -10°C 0°C 夏天

Tutela Professional SC
35（份数）

1 1 1 1 1

水（份数） – 1 2 6 10

还要检查管路是否堵塞；如有必要，使用细针清洁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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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一些风挡玻璃清洗液的添加剂是可燃的：注意不要与发
动机的灼热部件接触。

此外，还要检查：

● 电瓶端子连接电缆状况。
● 行车制动器与驻车制动器的操作。
● 车灯、报警灯、喇叭和风挡玻璃雨刷器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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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

5. 取下助力转向储液罐盖 (1)，检查液位。
必要时，拆下护盖（1）补充液位。

该操作必须在发动机关机和车轮不朝外的情况下进行。在这种情况下
机油液位必须高于量油尺上指示的液位 'MAX'，但超出量不得多于 2
厘米。

使用指定推荐的油品：

Tutela TRUCK GI/A

任何情况下一定要参考 一章中的工作液和润滑剂表 ( ➠ 页码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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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燃油滤清器检查
（如果配备，仅限柴油车辆）

如果仪表板上的指示灯点亮（该车型如果配备）泄放冷凝水。如果报
警灯仍然点亮，更换过滤器。

7. 检查轮胎磨损和充气压力
（包括备用轮胎）

如果轮胎气压低，在车辆行驶中，可能磨损轮胎的胎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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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气压过高，在车辆行驶中，可能磨损轮胎的接触面中心位置。
如果前轮胎出现异常磨损（轮胎内部或外部接触面），应检查车轮定
位。请勿超过每个车轿的最大载荷（车辆满载时）。由于胎面花纹磨
损，导致胎面上清晰出现贯穿整个胎面宽度的连续条纹时，建议更换
该车轿上的这对轮胎。此外，轮胎出现其他磨损迹象：现出前述的胎
面磨损指示器时，必须更换轮胎。

注意！

▶ 在装备液压控制式离合器的车辆上，不要取下储液罐护盖： 该
总成是免维护的。

▶ 有时微粒过滤器可能造成排气温度过高。因此不要将车辆停在
干草、树叶、松针之类可燃材料的上方 – 有失火的风险。

此外，还要检查：
● 检查排气系统。

可用来减少柴油发动机排放的装置有微粒过滤器和废气循环系
统（E.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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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养护

护理与清洁车辆导流罩（如安装）的一般法则

注意！
为保护环境的特别说明 洗涤剂会污染水和环境。

▶ 仅在具有冲洗液收集和净化设备的场所清洗车辆。
▶ 完全遵照当前环保法规处理抹布和倾倒洗涤剂罐。为此，请认

真阅读洗涤剂罐上有关如何处理和收集的说明。

为了保持车辆效率和良好状态，需要对车辆进行护理。清洗频率取决
于以下因素：

● 大气污染程度高的地区。
● 清除车身上部的所有脏污。
● 车辆停在分泌树脂的树下。

注意！
正确使用高压喷水冲洗机 高压冲洗机产生的水流可能损害车身零
件、车架、轮胎和部件，这些损坏有些暂时无法看出，但可能导致
潜在破损并事故风险。损坏的零件要及时更换。

▶ 不要使用圆形喷孔的冲洗机。
▶ 高压冲洗机喷嘴与要冲洗的零件之间的最小距离为至少 40 厘

米。
▶ 使用高压冲洗机时，一定要不断移动水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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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跌落危险。 冲洗时车辆表面是湿滑的。

▶ 不要站在步梯、脚踏板或车辆附件或装备上冲洗车辆。这些地
方可能变得湿滑。

▶ 一定要使用合适的稳固的梯子。

手动冲洗

关于手动冲洗，建议：

● 冲洗前先让发动机冷却下来，特别是在长时间行驶之后。
● 不要在阳光直晒的情况下冲洗车辆。尤其在夏季更是如此。
● 不要使用沸腾的开水。
● 使用车用中性洗涤剂。关于如何选择正确的产品可咨询服务网络。
● 用低压水喷洗车辆。
● 不要直射喷水：

■ 在进气口内。
■ 车门格间内（有积水的风险）。
■ 在橡胶波纹管和护套上。
■ 在制动软管上。
■ 在电气和电子部件上。

● 冲洗车辆，不要使用：
■ 纤维粗硬的干布。
■ 含磨料的产品。
■ 溶剂或含有溶剂的产品。
■ 不要擦拭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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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漆面和保护膜上不要使用可能划伤漆面或其它表面的钝器
或坚硬的工具（比如：刮刀，刮环等）。

● 使用软海绵并频繁用大量水漂洗。
● 在传动系和传动轴上。

● 不允许遗留含有洗涤剂的液体在车身上晾干。用流动水漂洗。

注意！
冲洗后使用制动的警告 冲洗车辆后，制动作用可能降低。事故风
险！

▶ 刚冲洗后，不要长时间停放汽车，特别是使用专用洗涤剂清
洁轮圈后。轮圈洗涤剂可能增加制动盘和制动摩擦材料（板）
的腐蚀。冲洗后，可让车行驶几分钟，小心进行制动，不要影
响道路安全。这样可以使制动盘和摩擦材料升温并消除水迹，
恢复完全的制动作用。

自动冲洗

注意！
自动冲洗的特别说明。 为防止给车辆造成任何损坏：

▶ 确保冲洗系统的尺寸与车辆的类型和尺寸相适应。
▶ 进入冲洗站之前记住收起外部后视镜和拆下收音机天线。否则

这些部件可能受到损坏。
▶ 离开冲洗站后，记住将后视镜和收音机天线复原。

关于自动冲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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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车辆特别脏污，进入洗车站前先进行一次预洗。
● 确保侧窗关闭。
● 确保空调关闭。
● 为避免任何损坏，确保风挡玻璃雨刷器未接合。

自动冲洗后，去除残余的车蜡：

● 从风挡玻璃和风挡玻璃雨刷器橡胶条周围。这样可以防止风挡玻璃
形成刮痕并减少由于风挡玻璃有残余蜡而产生的刮水噪声。

清洁漆面

注意！
为保护漆面的特别说明 防止发生损坏：

▶ 不要施用粘性漆、薄膜或磁板。
▶ 为避免腐蚀，应及时修理擦伤或磨痕之类的损坏。请与服务网

络联系。

关于清洁漆面，请记住：

● 为避免冲洗时过度擦拭，一旦有脏痕就应及时去除。
● 车身上的昆虫残迹必须使用专用去污剂去除。
● 为避免擦伤车身，鸟粪必须先用湿海绵湿润。
● 使用专用产品，去除树脂、油、蜡、燃油和柏油痕迹。有关如何正

确选择去污剂，请咨询服务网络。

清洁风挡玻璃和车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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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清洁风挡玻璃的特别说明。 为避免损坏风挡玻璃雨刷器机械装置
和避免人员伤害，请记住：

▶ 将点火开关转到“STOP-0 位”。
▶ 任何情况下，一定要检查雨刷器是否未处于启用状态。

关于清洁风挡玻璃，请记住：

● 发动机罩关闭后，仅在刮臂于竖直位置时将风挡玻璃雨刷器从风挡
玻璃上提起。否则可能损伤发动机罩的漆面。

● 不要将刮刷从雨刷器上拉开。否则有可能折断。
● 将雨刷器刮臂从风挡玻璃上提起，直至触发锁止位。

不要过度擦拭雨刷器刮刷，以免损坏石墨涂层。
● 清洁风挡玻璃后，起动发动机或雨刷器前，先将雨刷器刮刷放回到

风挡玻璃上。
● 放回时，应握住雨刷器直到将其重新放到玻璃上。如果雨刷器与风

挡玻璃突然碰撞，可能损坏雨刷器和风挡玻璃。

清洁风挡玻璃和车窗时，要使用专用洗涤剂。不要使用溶剂、含磨料
的产品、纤维粗硬的干布。有关更合适的产品请咨询服务网络。

在风挡玻璃和车窗上不要使用可能划伤车窗的钝器或坚硬的工
具（比如：刮刀、刮环等）。

建议用湿布定期清洁车窗密封条、接触表面和车窗玻璃导轨。

清洁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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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使用酸性或碱性洗涤剂，这些产品可能造成螺母、双头螺柱或平
衡块腐蚀。

还要记住遵守用高压喷水冲洗机清洗的注意事项并遵守冲洗后程序：

注意！
冲洗后使用制动的警告 冲洗车辆后，制动作用可能降低。事故风
险！

▶ 刚冲洗后，不要长时间停放汽车，特别是使用专用洗涤剂清
洁轮圈后。轮圈洗涤剂可能增加制动盘和制动摩擦材料（板）
的腐蚀。冲洗后，可让车行驶几分钟，小心进行制动，不要影
响道路安全。这样可以使制动盘和摩擦材料升温并消除水迹，
恢复完全的制动作用。

清洁外部车灯

清洁大灯和其它灯时，要使用合适的中性洗涤剂和抹布，防止划伤照
明系统的灯罩。有关更合适的产品请咨询服务网络。

按如下清洁铝制平台：

● 不要使用含磨料的产品以免擦伤或损坏表面。
● 用水和中性洗涤剂混合液洗刷铝制平台。

清洁拖钩

不要使用高压水流冲洗拖钩（可能损坏电气连接）。遵守拖钩制造商
的说明。如果要对拖钩进行干预，请与服务网络联系。

清洗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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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洗发动机。此操作必须由配有收集和净化已用洗液设备的服
务网络完成。必须在发动机冷却时，进行清洗，小心避免车辆
上安装的电子元件损坏。

清洁内饰

注意！
关于正确清洁内饰的特别说明。 为防止损坏仪表板和车内表面：

▶ 不要使用含乙醇、挥发油或含磨料的洗涤剂。另外，接触这类
产品也对健康有害。

▶ 不要使用家居清洁产品。这类产品中可能含有溶剂，将会腐蚀
合成材料表面或使表面形成孔隙。另外，如果安全气囊膨胀，
仪表板上的零件可能分离造成伤害。

▶ 避免接触杀虫剂、化妆品之类物品。不要在仪表板上放置胶
片或空气清新剂。这些物品可能释放对仪表板有腐蚀作用的气
体。

▶ 不要使用专用于清洗车辆外部的产品，例如清洁轮圈用的产品
之类。

清洁内饰、方向盘、变速箱操纵杆和镶条时，使用一块湿的软布加少
量皂液。清洁严重脏污时，有关更合适的产品请咨询服务网络。

清洁座椅

清洁座椅时，使用一块湿的软布加少量皂液。为防止形成水迹或使
水迹变大，可先在座椅的小块面积上进行试清洗。清洁严重脏污时，
有关更合适的产品请咨询服务网络。

冲洗座椅后，打开车内，使座椅和车内通风以便快速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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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清洁内饰的最终结果取决于车内脏污的类型。

清洁仪表板和显示屏

注意！
清洁仪表板和显示屏的特别说明。 为避免任何损坏仪表台和显示
屏的表面：

▶ 不要使用含乙醇、挥发油或含磨料的洗涤剂。另外，接触这类
产品也对健康有害。

▶ 清洁时，不要在仪表板和显示屏表面上施加压力。以免造成损
坏或破损。

按如下步骤清洁仪表板和显示屏：

● 仪表板和显示屏必须关闭和不工作。
● 用微纤维布加合适的洗涤剂清洁 TFT - LCD 显示器表面。有关更

合适的产品请咨询服务网络。
● 用干的微纤维布擦干表面。

清洁车顶饰板

清洁车顶饰板时使用软毛刷，对于严重脏污也可使用硬毛刷加干香
波。

清洁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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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清洁安全带的特别说明。 清洁程序不正确可能损坏安全带织物，
降低其在碰撞事故中的保护效能。在这种情况下，安全带纤维可能
撕裂，导致车内的驾驶员和副驾驶受到严重伤害，甚至有死亡的危
险。为此，请记住：

▶ 不要在安全带上使用漂白剂。
▶ 不要给安全带染色。
▶ 不要使用溶剂或化学洗涤剂。
▶ 不要在阳光直射的情况下或靠近强热源（温度高于 80⁰ C）

干燥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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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保养会延长工作寿命并提高效率。

定期保养的体系

为确保车辆始终处于优异的保养状态，后文介绍了车辆各系统所需的
定期检查、验证和调整程序。定期保养服务是安全使用和尽可能保持
低成本的最佳保证。

联系服务网络，执行特定操作。

必须按照规定的里程间隔执行这些程序。

这些保养在保修期间都是强制性的，不予执行会导致保修失效。

这些操作必须由服务网络执行，并在保养手册中填入日期、盖章并签
名确认。

定期保养计划
定期保养包括“标准”保养、“计划外”操作（额外计划操作）和称为“按
时间进行的保养”的其它保养。

通常没有与车辆使用有关的不同计划。如果在“任务”方面有区分，
计划号将与任务号相同。

系统使用推荐的润滑剂可以确保长换油间隔和较低成本。有关更多的
信息，可查询推荐润滑剂汇总卡。

M = 标准保养
标准保养使用 M = “保养”标记。

标准保养必须按规定的公里间隔执行，通常进行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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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T 计划外操作 - 按时间进行的保养
计划外保养操作标记为 EP = “计划外”。

这些操作作为标准保养的补充，必须按照与标准保养不同的间隔执
行。

按时间进行的保养使用 T = "Time" 作为标记。

这些操作以具体的时间间隔为基础单独进行，通常在特定季节条件下
执行。

为了尽量减少车辆为了保养造成的停驶，最好按车辆的平均年里程给
计划外保养做计划，可能时最好使其与规定的距离间隔一致。

▶ 注意！ 如果遵守与车辆平均工作速度的比率（定期发布），
里程间隔与小时间隔（如果定期保养汇总卡中包含）之间的必
要关联还是有效的。规定的关联仅作为一种指导，来帮助规划
假设的保养停驶。因此为计划外操作指示的时间间隔是有限制
的，与实际行驶的公里数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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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保养计划表（F1A 柴油发动机）

保养和额外计划操作间隔。

发动机油 发动机
按时间进行的保养

M1 M2

Urania
Daily FE
ACEA C2

(1)

发动机 F1A
每 40,000 公里或

800 小时
每 120,000 公里或

2,40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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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油 发动机
额外计划操作

EP1 EP2 EP3 EP4

Urania
Daily FE
ACEA C2

(1)

发动机 F1A
每 80,000

公里或
1,600 小时

每 100,000
公里或
2,000 小时

每 200,000
公里或

4,000 小时

每 240,000
公里或

4,800 小时
且任何情况
下每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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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油 发动机
按时间进行的保养

T1 T2

Urania
Daily FE
ACEA C2

(1)

发动机 F1A 每年 每 2 年

重要：
每次更换机油时，必须重置微粒过滤器（DPF）再生计数器。该操
作必须使用诊断仪表进行，由发动机控制单元 EDC 17 “特殊功能”中
的“更换零件”菜单选择“更换机油”。

（1）依维柯建议使用这些机油，从而更加节省燃油。依维柯已经为
新车装配了这些类别的润滑油。

警告：
供油
● 只使用市场上正常供应的柴油（标准 EN590）。不推荐使用燃油

添加剂。
使用添加剂可能会限制车辆所保证的性能。使用大油桶加油可能污
染柴油，影响供油系统，因此使用这种方式加油时，一定要用过滤
或沉淀的方法清除可能的杂质。

柴油温度低
● 低温时，柴油流动性可能因石蜡分离而流动性不足，导致过滤器堵

塞。EN 590 标准提供低温环境温度下使用的多种类型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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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取决于燃油公司遵守气候条件下的相关标准（所在国家和地区的
季节和地理位置）。

注意 - 发动机机油必须不晚于每隔 24 个月更换一次。如果行驶里程
很小或低于 20,000 公里/年或在市内使用，发动机机油与过滤
器必须至少每隔 12 个月更换一次。

- 如果使用中需要更经常地进行微粒过滤器再生（仅对于装备
该装置的车辆），可能需要提前进行发动机油和过滤器的更
换。在这种情况下，车载电脑会指示在计划外条件中进行这一
操作的需要。

- 如果年行驶里程低于 40,000 公里/年，后桥油必须至少每 2
年更换一次。

- 如果年行驶里程低于 40,000 公里/年，变速箱油必须至少每 3
年更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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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里程的保养计划表

公里 X1000 保养

40 160 280 400 520 640 760 M1

80 200 320 440 560 680 800 M1

120 240 360 480 600 720 840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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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小时的保养计划表

小时 保养

800 3200 5600 8000 10400 12800 15200 M1

1600 4000 6400 8800 11200 13600 16000 M1

2400 4800 7200 9600 12000 14400 16800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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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保养操作（F1A 柴油发动机）

定期保养

M1 M2

润滑、机油和过滤器更换、工作液检查

更换发动机油 • •

更换发动机机油滤芯 • •

检查制动液压系统液位 • •

机械变速箱机油更换 •

发动机舱检查

检查各种传动皮带的状况 •

更换发电机传动带（1） •

更换空调压缩机传动皮带（1） •

外部检查

检查大灯调平情况 •

车底检查

检查转向器齿条护盖状况 • •

检查制动盘与制动衬块磨损 • •

清洁后桥机油通气孔 •

检查转向机和支架的固定 •

检查转向柱与转向球节连接 •

检查万向节与传动轴固定 •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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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保养

M1 M2

用诊断仪表重置 DPF 再生计数器 • •

通过 E.A.SY 进行发动机 EDC 系统检查。 •

驾驶室检查

检查驻车制动行程 • •

杂项

打开/关闭发动机罩（如果配备）和拆装发动机护板 • •

车辆操控性检查（2） • •

路试功能检查 • •
（1） 如果车辆使用条件恶劣（灰尘/或高温）每 60,000 公里更换一次。
（2） 维修站内的车辆与设备的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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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计划操作（F1A 柴油发动机）

（尽可能与维护保养同时）

EP1 每 80,000 公里（或 1,600 小时）
● 更换后桥差速器油（1）

● 更换滤芯并清洁空气滤清器壳体（2）

● 更换燃油滤清器滤芯并进行系统放气（3）

EP2 每 100,000 公里或 2,000 小时
● 自动变速箱液力转换器 （4） （5） 的拆装

EP3 每 200,000 公里或 4,000 小时
● 更换自动变速箱机油和过滤器，消除泄漏

EP4 每 240,000 公里（或 4,800 小时）且任何情况下每 5 年
● 更换正时传动皮带（6）

● 更换正时系统传动皮带自动张紧器
● 更换交流发电机可调式皮带张紧器
● 更换预热电热塞

(1) 如果年行驶里程低于 40,000 公里/年，后桥油必须至少每 2 年更
换一次。

(2) 空气过滤器的早期堵塞通常是由环境条件造成的。因此，有关传
感器（如果装备）有指示时应予更换，不管保养的要求。如未指示堵
塞，空气过滤器应每 40,000 公里检查一次。任何情况下，均应每 3
年更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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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仪表板上的堵塞指示灯亮起，任何情况下均应比正常的更换
间隔提前更换过滤器。

（4） 只能在配备 Telma 缓速器及 ZF 8HP 自动变速箱的车辆上进行
更换。

（5） 执行操作前，请联系 Iveco 服务网络。

（6） 如果车辆使用条件恶劣（灰尘/或高温），正时系统传动皮带必
须每 120,000 公里更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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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间进行的保养（F1A 柴油）

（尽可能与维护保养同时）

T1 每年
● 检查冷却液浓度。
● 更换辅助加热器燃油滤清器。

T2 每两年
● 更换制动液并给液压制动系统放气。
● 拆下/重装和检查花粉过滤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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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保养计划表（F1C 柴油发动机）

保养和额外计划操作间隔

发动机油 发动机
标准保养

M1 M2

Urania
Daily FE
ACEA C2

(1)

发动机 F1C
每 40,000 公里或

800 小时
每 120,000 公里或

2,40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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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油 发动机
额外计划操作

EP1 EP2 EP3 EP4

Urania
Daily FE
ACEA C2

发动机 F1C
每 80,000

公里或
1,600 小时

每 100,000
公里或
2,000 小时

每 200,000
公里或

4,000 小时

每 240,000
公里或

4,800 小时



定期保养

377

发动机油 发动机
按时间进行的保养

T1 T2

Urania
Daily FE
ACEA C2

(1)

发动机 F1C 每年 每 2 年

重要：
每次更换机油时，必须重置微粒过滤器（DPF）再生计数器。该操
作必须使用诊断仪表进行，由发动机控制单元 EDC 17 “特殊功能”中
的“更换零件”菜单选择“更换机油”。

（1）依维柯建议使用这些机油，从而更加节省燃油。依维柯已经为
新车装配了这些类别的润滑油。

警告：
供油
● 只使用市场上正常供应的柴油（标准 EN590）。不建议使用燃油

添加剂。
使用添加剂可能会限制车辆所保证的性能。使用大油桶加油可能污
染柴油，影响供油系统，因此使用这种方式加油时，一定要用过滤
或沉淀的方法清除可能的杂质。

柴油温度低
● 低温时，柴油流动性可能因石蜡分离而流动性不足，导致过滤器堵

塞。EN 590 标准提供低温环境温度下使用的多种类型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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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取决于燃油公司遵守气候条件下的相关标准（所在国家和地区的
季节和地理位置）。

注意 - 发动机机油必须不晚于每隔 24 个月更换一次。如果行驶里程
很小或低于20,000 公里/年或在市内使用，发动机机油与过滤
器必须至少每隔 12 个月更换一次。

- 如果使用中需要更经常地进行微粒过滤器再生（仅对于装备
该装置的车辆），可能需要提前进行发动机油和过滤器的更
换。在这种情况下，车载电脑会指示在计划外条件中进行这一
操作的需要。

- 如果年行驶里程低于40,000 公里/年，后桥油必须至少每 2 年
更换一次。

- 如果年行驶里程低于40,000 公里/年，变速箱油必须至少每 3
年更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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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保养操作（F1C 柴油发动机）

定期保养

M1 M2

润滑，机油和过滤器更换，工作液检查

更换发动机油 • •

更换发动机油滤芯 • •

检查制动液压系统液位 • •

机械变速箱机油更换 •

发动机舱检查

检查各种传动皮带的状况 •

润滑两级涡轮执行器（3） • •

更换发电机和冷却液泵传动带 （1） •

更换空调压缩机传动皮带（1） •

外部检查

检查大灯调平情况 •

车底检查

检查转向器齿条护套状况 • •

检查制动盘与制动衬块磨损 • •

检查后桥通气孔 •

检查转向机和支架的固定 •

检查杆系、铰接接头和转向柱 •

检查万向节和传动轴法兰的紧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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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保养

M1 M2

诊断

用诊断仪表重置 DPF 再生计数器 • •

通过 E.A.SY 进行发动机 EDC 系统检查。 •

驾驶室检查

检查驻车制动行程 • •

杂项

打开/关闭发动机罩（如果配备）和拆装发动机护板 • •

车辆操控性检查（2） • •

在道路上进行操作检查 • •
（1） 如果车辆使用条件恶劣（灰尘/或高温）每 60,000 公里更换一次。
（2） 维修站内的车辆与设备的搬运
（3） 任何情况下，需每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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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scheduled operations ( F1C Diesel engines)

(At the same time as a maintenance service, if possible)

EP1 每 80,000 公里（或 1,600 小时）
● 更换后桥差速器油（1）

● 更换滤芯并清洁空气滤清器壳体（2）

● 更换燃油滤清器滤芯并进行系统放气（3）

EP2 Every 100,000 km or 2,000 hours
● 自动变速箱液力转换器 （4） （5） 的拆装

EP3 Every 200,000 km or 4,000 hours
● 更换自动变速箱机油和过滤器，消除泄漏

EP4 Every 240,000 km (or 4,800 hours) and in any case every 5 years
● 更换可调式皮带张紧器
● 更换电热塞

(1) In the case of annual mileages of less than 40,000 km/year, the
rear axle oil must be changed at least every 2 years.

(2) Premature clogging of the air filter is generally due to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t should therefore be replaced when
indicated by the relevant sensor (if present), regardless of the
servicing requirements. In the absence of indications of clogging, the
air filter must be checked every 40,000 km. It must, in any case, be
replaced every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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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f the clogging indicator on the instrument panel lights up,
the filter must be replacement in any case before the normal
replacement interval.

(4) Replacement to be carried out only on vehicles equipped with
Telma retarder with automatic gearbox ZF 8HP.

(5) Before carrying out the operation, contact the Iveco servic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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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间进行的保养（F1C 柴油）

（尽可能与维护保养同时）

T1 每年
● 检查冷却液浓度。
● 更换辅助加热器燃油滤清器。

T2 每两年
● 更换制动液并给液压制动系统放气。
● 拆下/重装和检查花粉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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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的维护保养（F1C Natural Power 发动机）

发动机油
保养凭证

M0

Urania Daily ACEA B5 在首个 2,000 公里或 40 小时内

标准保养

M1 M2 M3 M4

每 40,000 公里
或 800 小时

每 80,000 公里
或 1,600 小时

每 120,000 公里
或 2,400 小时

每 240,000 公里
或 4,800 小时

发动机油
额外计划操作

EP1

Urania Daily ACEA B5 每 400,000 公里或 8,000 小时

发动机油
按时间进行的保养

T1 T2 T3

Urania Daily
ACEA B5

每年 每 2 年 每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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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假定平均车速 50 公里/小时。

- 如果年里程数极少，或在任何情况下低于每年 40,000 公里，
必须每 12 个月更换一次发动机油和机油过滤器。

- 如果年行驶里程低于40,000 公里/年，后桥油必须至少每 2 年
更换一次。

- 如果年行驶里程低于40,000 公里/年，变速箱油必须至少每 3
年更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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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计划表

公里 x 1,000 小时 保养 公里 x 1,000 小时 保养

40 800 M1 520 10400 M1

80 1600 M2 560 11200 M2

120 2400 M3 600 12000 M3

160 3200 M2 640 12800 M2

200 40000 M1 680 13600 M1

240 48000 M4 720 14400 M4

280 56000 M1 760 15200 M1

320 64000 M2 800 16000 M2

360 72000 M3 840 16800 M3

400 80000 M2 880 17600 M2

440 8800 M1 920 18400 M1

480 9600 M4 960 19200 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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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 - 应在首个 2000 公里（或 40 小时）内进行保养

与依维柯系列的所有其他车型相比且考虑到发动机燃料供给的具体类
型，明智的做法是要求车辆在行驶前几公里后进行保养。

工作循环内提供的操作仅关注燃料供给和发动机喷射系统，同时包括
通过 E.A.SY. 对 CNG 发动机系统的诊断。

除了突出显示供给和喷射系统中的故障之外，该诊断系统还允许：

● 在配置发动机控制单元及问题车辆时检查数据的有效性，该重要措
施用于检测车辆可能出现的任何改动。

● 读取发动机控制单元故障存储器，以检测用户未发现的任何故障。
● 读取状态和可测量参数，并执行快速诊断。这些措施能检测到发动

机供给和喷射系统中可能存在的却无法直接通过控制单元诊断得出
的任何故障。

发动机舱检查
● 检查高压和低压燃气系统管路的气密性。
● 检查调压器加热工作液管路的气密性。
● 目视检查发动机电气系统线路的状况。

外部检查
● 检查气缸托架和套环的紧固情况。
● 检查燃油蒸气过滤器（1）的紧固情况。

检查燃油箱托架（1）的紧固情况
检查油管（1）是否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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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 利用 E.A.SY 的发动机 CNG 供给系统诊断

其他
● 打开/关闭发动机罩和拆装发动机护板。
● 车辆操控性检查（2）。
● 在道路上进行操作检查

（1） 如果配备。

（2）车辆和工具在维修间内的搬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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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保养操作（F1C Natural Power 发动机）

定期保养

M1 M2 M3 M4

更换发动机油（1） • • • •

更换发动机油滤芯（1） • • • •

更换减压器上的燃气过滤器 • • • •

检查制动液压系统液位 • • • •

检查各种传动皮带的状况 • •

更换发动机火花塞 • • • •

检查高压和低压燃气系统管路（2）的气密性 • • • •

检查调压器加热工作液管路（2）的气密性 • • • •

目视检查发动机电气系统线路（2）的状况 • • • •

检查燃油蒸气过滤器（如果配备）的紧固情况 • • • •

检查燃油箱托架（如果配备）的紧固情况 • • • •

检查气缸托架和套环的紧固情况 • • • •

检查油管是否泄漏（如果配备） • • • •

检查转向器齿条护盖状况 • • • •

检查制动盘与制动衬块磨损 • • • •

用 E.A.SY 诊断发动机汽油/CNG 燃油系统 • • • •

检查驻车制动行程 • • • •

打开/关闭发动机罩和拆下-重装发动机护板 • • • •

车辆操控性检查（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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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保养

M1 M2 M3 M4

在道路上进行操作检查 • • • •

更换发动机空气过滤器并清洁容器（干式滤芯）（4） • •

更换后桥油（5） • •

更换机械变速箱油（6） • •

更换发电机和冷却液泵皮带 • •

更换空调压缩机传动皮带 • •

检查大灯调平情况 • •

清洁后桥机油通气孔 • •

检查转向箱的紧固情况 • •

检查转向柱与转向球节连接 • •

检查万向节与传动轴固定 • •

更换可调式交流发电机皮带张紧器（7） •

（1）任何情况下，需每年进行更换
（2）参见维修手册中所述的方法
（3）在维修站内检查
（4）空气过滤器的早期堵塞通常是由环境条件造成的。因此，无论保养计划如何，当传感器（如果配备）有指示时须予
以更换。其中，在无具体指示时，在任何情况下均须遵守保养计划。如未指示堵塞，则须每 40,000 公里检查一次过滤
器。任何情况下，均应每 3 年更换一次。
（5）任何情况下，需每 2 年进行更换
（6）任何情况下，需每 3 年进行更换
（7）任何情况下，需每 5 年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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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计划操作

最好与其他保养同时进行

EP1 每 400,000 公里（或 8,000 小时）
更换发动机通气孔滤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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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间进行的保养（F1C - Natural Power 发动机）

（尽可能与维护保养同时）

T1 每年
● 检查冷却液浓度。

T2 每两年
● 更换制动液并给液压制动系统放气。
● 拆下/重装和检查花粉过滤器状况。

T3 每 4 年
● 侧部/中间/后部 CNG 油箱（1）的拆装
● 中间 CNG 油箱（1）的拆装
● 后部 CNG 油箱（1）的拆装

（1） 需进行相应操作，从而依照 110 号 ECE/UN 规定的附录 4 进
行例行彻底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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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记录

保养记录

型号
 

底盘号
 

车牌
 
 
 
 

注册日期
 
 
 
 

姓
 

名
 

地址
 

城市
 

电话
 

以下表格标明了规定的保养服务间隔时间（里程），执行保养后需在
表格最后一栏相应位置盖章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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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 X
1,000

小时 保养 每次保养时的行驶里程数 保养日期
年/月/日 执行确认

 
40
 

800 ………⁄………⁄………

 
80
 

1600 ………⁄………⁄………

 
120

 
2400 ………⁄………⁄………

 
160

 
3200 ………⁄………⁄………

 
200

 
4000 ………⁄………⁄………

 
240

 
4800 ………⁄………⁄………

 
280

 
5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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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 X
1,000

小时 保养 每次保养时的行驶里程数 保养日期
年/月/日 执行确认

 
320

 
6400 ………⁄………⁄………

 
360

 
7200 ………⁄………⁄………

 
400

 
8000 ………⁄………⁄………

 
440

 
8800 ………⁄………⁄………

 
480

 
9600 ………⁄………⁄………

 
520

 
10400 ………⁄………⁄………

 
560

 
1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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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 X
1,000

小时 保养 每次保养时的行驶里程数 保养日期
年/月/日 执行确认

 
600

 
12000 ………⁄………⁄………

 
640

 
12800 ………⁄………⁄………

 
680

 
13600 ………⁄………⁄………

 
720

 
14400 ………⁄………⁄………

 
760

 
15200 ………⁄………⁄………

 
800

 
16000 ………⁄………⁄………

 
840

 
16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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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车辆识别数据（带护罩的版本） 399
车辆识别数据（去护罩的版本） 400
车辆标识牌 402
产品识别牌 403
天然气车辆的铭牌 404
天然气车辆的型式认证铭牌 405
商业代码 406
柴油车型 407
Natural Power 车型 412
发动机 413
其他技术规格 415
柴油车辆的变速箱 415
前桥 415
后桥 415
转向系统 416
悬挂系统 416
制动系统 417
电气系统 417
灯泡型式 419
轮胎压力 420
原装产品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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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使用的油品 430
High efficiency Selective Catalyst Reduction 系统（HI-eSCR）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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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识别数据（带护罩的版本）



400

技术规格

车辆识别数据（去护罩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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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识别数据包括发动机的型号和编码、底盘号及制造商铭牌。

1. 底盘号
刻印的识别号（位于底盘右侧纵梁前部，车辆前部为行驶方向）由 17 个字母数字字符组成，制造商给每辆车分配
一个识别号。通过这个刻印的识别号可以在 30 年内明确地识别每辆汽车。

2. 发动机号
刻印在发动机曲轴箱上。

3. 车辆标识牌
适用根据 C.E.E. 指令的车辆识别

4. 天然气车辆的铭牌
该铭牌表示与 CNG 燃油车辆认证有关的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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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标识牌

1. 型式认证号
2. 底盘号
3. PTT 总重量
4. MTC 组合总重量
5. 前桥最大允许重量
6. 后桥最大允许重量
7. 特殊型式识别
8. 轴距（单位：毫米）
9. 发动机类型

10. 发动机功率

11. 许可的烟度等级

12. 产地

13. 车桥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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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识别牌

标识日期牌如图所示位于发动机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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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牌提供了 P.I.C.（车辆识别码），是查询备件目录是不可缺少的
数据（电子目录和/或缩微胶片）。

P.I.C.也可在车辆保修卡上找到。

注意 查阅目录时，仅使用产品标识号的前 8 个字符。

天然气车辆的铭牌

1. CNG 燃油车辆认证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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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车辆的型式认证铭牌

1. 批准国家识别代码（例如：3 = 意大利）。
2. 欧洲法规编号（110R = 配 CNG 燃料供给的车辆）。
3. 与认证相关的部颁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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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代码

DAILY 35-110

以下代码是一个缩写名称，位于用于车辆的一侧。

● DAILY – 车辆名称
● 35 – 总质量 - GVW（no/10 = 重量，吨）

35 3.5 t

50 5.0 t

65 6.5 t

70 7.0 t

● 110 – 发动机功率（马力，圆整数）

130 126 HP

150 146 HP

170 170 HP

210 205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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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车型

型号 发动机 变速箱 前桥 后桥 前悬挂 后悬挂 版本

35S13
F1A 126 HP 欧 5
LD

2835.6
DOD
ZF 8HP 8V
470A
6S-400A
OD

独立车轮
NDA
RS

机械
气动
机械

宿营车
护罩（短）

35S15

F1A 145 HP 欧 5
LD
F1C 146 HP 欧
5+ LD
F1C 146 HP 欧
VI HD

2835.6
DOD
2840.6 OD
ZF 8HP 8V
470A

独立车轮
NDA
RS

机械
气动
机械

宿营车
护罩（短）

35S17

F1C 170 HP 欧
5+ LD
F1C 170 HP 欧
VI HD

2840.6 OD
ZF 8HP 8V
470A
6S-400A
OD

独立车轮
NDA
RS

机械
气动
机械

宿营车
护罩（短）

35S21
F1C 205 HP 欧
5+ LD

2850.6
DOD
ZF 8HP 8V
470A

独立车轮
NDA
RS

机械
气动
机械

宿营车
护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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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发动机 变速箱 前桥 后桥 前悬挂 后悬挂 版本

33C13
F1A 126 HP 欧 5
LD

2835.6
DOD
6S-400A
OD
ZF 8HP 8V
470A

独立车轮
NDA
RG

机械
气动
机械

宿营车
护罩（短）

35C15

F1A 145 HP 欧 5
LD
F1C 146 HP 欧
5+ LD
F1C 146 HP 欧
VI HD

2835.6
DOD
2840.6 OD
ZF 8HP 8V
470A

独立车轮
NDA
RG

机械
气动
机械

宿营车
护罩（短）

35C17

F1C 170 HP 欧
5+ LD
F1C 170 HP 欧
VI HD

2840.6 OD
6S-400A
OD
ZF 8HP 8V
470A

独立车轮
NDA
RG

机械
气动
机械

宿营车
护罩（短）

35C21
F1C 205 HP 欧
5+ LD

2850.6
DOD
ZF 8HP 8V
470A

独立车轮
NDA
RG

机械
气动
机械

宿营车
护罩（短）

50C15

F1C 146 HP 欧
5+ LD
F1C 146 HP 欧
VI HD

2840.6 OD
ZF 8HP 8V
470A

独立车轮 450511 机械
气动
机械

护罩
护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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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发动机 变速箱 前桥 后桥 前悬挂 后悬挂 版本

50C17

F1C 170 HP 欧
5+ LD
F1C 170 HP 欧
VI HD

2840.6 OD
6S-400A
OD
ZF 8HP 8V
470A

独立车轮 450511 机械
气动
机械

护罩
护罩（短）

50C21
F1C 205 HP 欧
5+ LD

2850.6
DOD
ZF 8HP 8V
470A

独立车轮 450511 机械
气动
机械

护罩
护罩（短）

60C15

F1C 146 HP 欧
5+ LD
F1C 146 HP 欧
VI HD

2840.6 OD
6S-400A
OD

独立车轮 450517/2 机械
气动
机械

护罩
护罩（短）

60C17

F1C 170 HP 欧
5+ LD
F1C 170 HP 欧
VI HD

2840.6 OD
6S-400A
OD

独立车轮 450517/2 机械
气动
机械

护罩
护罩（短）

60C21
F1C 205 HP 欧
5+ LD

2850.6
DOD

独立车轮 450517/2 机械
气动
机械

护罩
护罩（短）

65C15

F1C 146 HP 欧
5+ LD
F1C 146 HP 欧
VI HD

2840.6 OD
ZF 8HP 8V
470A

独立车轮 450517/2 机械
气动
机械

护罩
护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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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发动机 变速箱 前桥 后桥 前悬挂 后悬挂 版本

65C17

F1C 170 HP 欧
5+ LD
F1C 170 HP 欧
VI HD

2840.6 OD
6S-400A
OD
ZF 8HP 8V
470A

独立车轮 450517/2 机械
气动
机械

护罩
护罩（短）

65C21
F1C 205 HP 欧
5+ LD

2850.6
DOD
ZF 8HP 8V
470A

独立车轮 450517/2 机械
气动
机械

护罩
护罩（短）

70C15

F1C 146 HP 欧
5+ LD
F1C 146 HP 欧
VI HD

2840.6 OD
ZF 8HP 8V
470A

独立车轮 450517/2 机械
气动
机械

护罩
护罩（短）

70C17

F1C 170 HP 欧
5+ LD
F1C 170 HP 欧
VI HD

2840.6 OD
6S-400A
OD
ZF 8HP 8V
470A

独立车轮 450517/2 机械
气动
机械

护罩
护罩（短）

70C21
F1C 205 HP 欧
5+ LD

2850.6
DOD
ZF 8HP 8V
470A

独立车轮 450517/2 机械
气动
机械

护罩
护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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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发动机 变速箱 前桥 后桥 前悬挂 后悬挂 版本

72C15

F1C 146 HP 欧 5
+ LD
F1C 146 HP 欧
VI HD

2840.6 OD
ZF 8HP
(HI-MATIC)

独立车轮 450517/2 机械
机械
气动

护罩
护罩（短）

72C17

F1C 170 HP 欧 5
+ LD
F1C 170 HP 欧
VI HD

2840.6 OD
6AS-400A
OD
ZF 8HP
(HI-MATIC)

独立车轮 450517/2 机械
气动
机械

护罩
护罩（短）

72C21
F1C 205 HP 欧 5
+ LD

2850.6
DOD
ZF 8HP
(HI-MATIC)

独立车轮 450517/2 机械
气动
机械

护罩
护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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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Power 车型

型号 发动机 变速箱 前桥 后桥 前悬挂 后悬挂 版本

50C14 F1C 136 HP 2840.6 OD 独立车轮 450511 机械
机械
气动

护罩
护罩（短）

65C14 F1C 136 HP 2840.6 OD 独立车轮 450517/2 机械
机械
气动

护罩
护罩（短）

70C14 F1C 136 HP 2840.6 OD 独立车轮 450517/2 机械
机械
气动

护罩
护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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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

发动机类型 F1AFL411B F1AFL411C

供油 柴油 柴油

气缸数量 4 4

缸径 毫米 88 88

冲程 毫米 94 94

排量 毫升 2287 2287

额定功率
千瓦（马

力）
93（126） 107（146）

对应转速 转/分 3600 3600

最大扭矩
牛米（公

斤米）
320 (32.6) 350 (35.7)

对应转速 转/分 18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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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类型 F1CFA401 F1CFL411J F1CFL411E F1CFL411H F1CF411F F1CF411G

供油
CNG/Natural
Power

柴油 柴油 柴油 柴油 柴油

气缸数量 4 4 4 4 4 4

缸径 毫米 95.8 95.8 95.8 95.8 95.8 95.8

冲程 毫米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排量 毫升 2998 2998 2998 2998 2998 2998

额定功率
千瓦（马

力）
100 (136) 107（146） 107（146） 125（170） 125（170） 150（205）

对应转速 转/分 3500 3500 3500 3500 3500 3500

最大扭矩 牛米 350 350 350 400 400 470

对应转速 转/分 1500 1500 1600 1250 160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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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技术规格

柴油车辆的变速箱

手动，带同步器齿轮。

2835.6DOD - 2840.6OD - 2850.6DOD 型，配 6 个前进档和 1 个倒
档。

应要求提供，6S-400A 型，带自动化控制和电动液压管理。

应要求提供，8HP 型 8 速，自动控制带变矩器和电子管理。

天然气车辆的变速箱

手动，带同步器齿轮。

2840.6OD 型，带 6 前进档和 1 倒档。

前桥

采用独立车轮，轮毂定心。

后桥

单级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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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系统

液压助力。

悬挂系统

前悬挂
35S/35C 车型采用十字轮架钢板弹簧。

50C/65C/70C 车型采用扭杆。

35C 车型可选装扭杆。

双向伸缩式液压减震器。

取决于车型，前稳定杆标配/应要求/未安装。

后悬挂
机械式
因车型而异：

● 单片至三片抛物线钢板弹簧。
● 采用强化单片抛物线钢板弹簧。
● 采用半椭圆钢板弹簧。
● 采用半椭圆钢板弹簧加小钢板弹簧。

钢板弹簧加弹簧衬套。

双向伸缩式液压减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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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悬挂
通过电控压缩机供给。

调平阀带电子控制和仪表板按钮控制。

取决于车型，前稳定杆标配/应要求/未安装。

制动系统

前后轮采用通风盘式制动器配浮式制动卡钳带液压控制，装置可指示
制动液液位低与前后衬块磨损。

E.A.SY. 诊断液压系统。

符合 CEE 98/12 和 ECE R13 指令。

系列中的所有车型标配电子稳定程序装置，包括 ABS+EBD 和 ASR
功能。

手动控制的驻车制动器作用于后轮：

● 35S-35C 车型采用组合式卡钳。
● 轮鼓，50C-65C-70C 型。

电气系统

电瓶：105 Ah Carbon 免维护。

电瓶：105 Ah Carbon+ MICROHYBRID FLOODED
TECHNOLOGY（ START&STOP 版本，仅限柴油车辆）

电瓶：110 Ah 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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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动机： 2.3 kW。

发电机：150A 标准。应要求提供 180A，210A。180A（Start &
Stop）。

SMART 发电机带有回收制动能量功能，可降低油耗。

注意 为确保车辆的最大工作效能，凡是需要更换的配件，如电
瓶、IBS 传感器、发电机等，必须使用原厂配件更换。请与服
务网络联系。

车灯 类型
功率（瓦

特）

远光和近光灯
远光灯 H1 12V 55

远光灯 H7 12V 55

前雾灯 卤素灯H11 55

前侧灯 管型 W5W 5

日间行车灯 管型 W21W 21

前转向指示灯 球形灯 PY21W 21

后侧灯 球形 5

后转向指示灯 球形 21

制动灯 球形 21

远光灯和近光灯 - 长效型。

日间行车灯，“ultra long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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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泡必须用相同型号更换。

灯泡型式

车辆采用了以下类型的灯泡：

● 玻璃灯泡 （1）：用力压入，简单拔出。

● 卡口灯泡 （2）：按压灯泡并反时针转动拆下。

● 圆柱型灯泡 （3）：分离触点并拆下。

● 卤素灯泡 （4）：从相应灯座上松开锁止弹簧并拆下。

● 卤素灯泡 （5）：从相应灯座上松开锁止弹簧并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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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压力

行车时，应根据所装配的轮胎型号及前后桥的载荷，按照下面的表格
确定正确的轮胎压力。

此处压力指冷胎压力，外部温度为 20°C。

载荷指数越小，轮胎的额定载荷越小。

此处的载荷值作为示例使用。请参见有关轮胎制造商的资料。

注意 有的采用双轮的车型装备有加长管，以方便给后轮外侧轮胎充
气。

注意 只有采用单胎后轮的车辆轮胎（35S 型车辆）适合使用蜘蛛
型防滑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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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的轮胎尺寸和气压

型号 气动尺寸/载荷指数
前桥承载能力“1”（公

斤）
空载车辆带驾驶员压力 满载车辆压力

单胎车轮车辆 单胎前轮

35S
225/65 R16 - 112/110R 1,900

350 kPA（3.5 巴 ；51
psi）

400 kPA（4 巴 ；58
psi）

235/65 R16 - 115/113R 1,900
350 kPA（3.5 巴 ；51

psi）
350 kPA（3.5 巴 ；51

psi）

双胎车轮车辆 单胎前轮

35C 195/75 R16 - 107/105R 1,900
350 kPA（3.5 巴 ；51

psi）
450 kPA（4.5 巴 ；65

psi）

35C-50C 195/75 - 110/108R 2,100
430 kPA（4.3 巴 ；62

psi）
500 kPA（5.0 巴 ；73

psi）

65C 225/75 R16 - 118/116R 2300
375 kPA（3.75 巴；54

psi）
450 kPA（4.5 巴 ；65

psi）

70C 225/75 R16 - 121/120R 2500
375 kPA（3.75 巴；54

psi）
475 kPA（4.75 巴 ；69

psi）

关于车辆相关的精准数据，请查询号码 1 和 2 处的标识牌。
提示：压力指单独车身车辆原装轮胎的压力。如果更换为不同品牌的轮胎，须检查上述压力不超过轮胎上标示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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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气动尺寸/载荷指数
后桥承载能力“2”（公

斤）
空载车辆带驾驶员压力 满载车辆压力

单胎车轮车辆 单胎后轮

35S

225/65 R16 - 112/110R 2240
400 kPA（4.0 巴 ；58

psi）
475 kPA（4.75 巴 ；69

psi）

235/65 R16 - 115/113R
2240

400 kPA（4.0 巴 ；58
psi）

450 kPA（4.5 巴 ；65
psi）

2430
425 kPA（4.25 巴 ；62

psi）
475 kPA（4.75 巴 ；69

psi）

双胎车轮车辆 双胎后轮

35C 195/75 R16 - 107/105R
2600

300 kPA（3.0 巴 ；44
psi）

300 kPA（3.0 巴 ；44
psi）

3100
320 kPA（3.2 巴 ；46

psi）
350 kPA（3.5 巴 ；51

psi）

35C-50C 195/75 - 110/108R

2600
300 kPA（3.0 巴 ；44

psi）
300 kPA（3.0 巴 ；44

psi）

3100
350 kPA（3.5 巴 ；51

psi）
350 kPA（3.5 巴 ；51

psi）

3700
400 kPA（4.0 巴 ；58

psi）
450 kPA（4.5 巴 ；65

psi）

65C 225/75 R16 - 118/116R 5000
500 kPA（5.0 巴 ；73

psi）
525 kPA（5.25 巴；76

psi）

70C 225/75 R16 - 121/120R 5350
500 kPA（5.0 巴 ；73

psi）
550 kPA（5.5 巴；80

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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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气动尺寸/载荷指数
后桥承载能力“2”（公

斤）
空载车辆带驾驶员压力 满载车辆压力

关于车辆相关的精准数据，请查询号码 1 和 2 处的标识牌。
提示：压力指单独车身车辆原装轮胎的压力。如果更换为不同品牌的轮胎，须检查上述压力不超过轮胎上标示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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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气压标示在轮胎上。

装配车身的车辆的冬季轮胎使用准则
为应对泥雪路面，必要时可使用冬季轮胎，冬季轮胎可通过标在胎肩
上的 M+S（“表示泥和雪”）代码识别。此外，冬季轮胎的胎肩上也可
能标有山形或星形图标（见附图）。

为正确选择冬季轮胎，请联系服务网络，他们将根据您的车辆型式与
需要为您推荐最合适的轮胎类型。

小心！
● 请记住，冬季轮胎要装在车辆的所有车轮上。此外，各车轮上的轮

胎应为同样类型与同样尺寸。
● 使用冬季轮胎时，请遵守制造商的要求，尤其是关于最大允许车速

的指示一定要遵守。

▶ 事故风险！只有后桥采用单胎后轮的车辆轮胎，可由 35S 代
码识别，适合使用蜘蛛型防滑链。

采用双后轮的车辆使用防滑链的适宜性
后桥采用双轮的车辆的轮胎可能适合使用传统型的防滑链。

为正确选择防滑链，请联系服务网络，他们将根据您的车辆型式与需
要为您推荐最合适的类型。

注意！

▶ 公路法规中包括有防滑链使用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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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滑链应安装在驱动轮上（后轮）。
▶ 使用防滑链时，请遵守制造商的要求。
▶ 安装防滑链后要小心驾驶；特别是不要突然加速，避免车轮打

滑造成防滑链折断，损坏车辆并伤及周围的人或物体。
▶ 行驶数十米后，停车检查防滑链的松紧，安装是否合适。
▶ 安装防滑链后，要以中速行驶（不要超过 50 公里/小时）。
▶ 有关防滑链使用的指示也可在本手册：“起步和驾驶”一章中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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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装产品

原装产品 升 Kg

发动机油底
F1A 型

（MAX 液位）
（MIN 液位） Urania Daily FE*

Urania Daily LS

4.3 3.78

3.3 2.90

发动机油底
F1C 型

（MAX 液位）
（MIN 液位）

6.6 5.81

4.29 3.78

变速箱2835.6

Tutela Truck Gearlite

2 1.8

变速箱6AS-400 OD 2.2 2

变速箱2835.6 DOD 2.2 2

变速箱2840.6 OD 2 1.8

变速箱2850.6 DOD 2 1.8

变速箱Hi-Matic
总量

Tutela Transmisssion AS8
9.5 8.5

更换量 3.5 - 5 （2） 3.1 - 4.5

后桥NDA RS, NDA RG
Tutela W90/M-DA (1)

Tutela W140/M-DA

1.35 1.21

450511 后桥 1.9 1.65

450517/2 后桥 3.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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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装产品 升 Kg

（*）机油必须至少每 24 个月更换一次。如果年行驶里程很小或低于 20,000 公里/年或在市内使用，发动机机油与过滤
器必须至少每隔 12 个月更换一次。依维柯推荐使用 URANIA Daily FE 机油以改进 fuel economy。
依维柯已在新车上配备了这种机油。也适用寒冷气候（最低温度达 -30 °C）。
(1) 针对寒冷气候。
（2）变速箱中要添加的机油量与排空时的变速箱温度有关。更换机油后，根据本手册给出的规范检查机油液位是否正
确。
提示， F1A 发动机。过滤筒和 1 升热交换器（0.88 公斤）中的循环机油量。
提示， F1C 发动机。过滤筒和 1.14 升热交换器（1 公斤）中的循环机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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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装产品 升 Kg

助力转向 Tutela GI/A 1.3 1.2

制动回路 Tutela TRUCK DOT SPECIAL 1.11 1

风挡玻璃清洗器 Tutela Professional SC 35 1.5 –

油箱
柴油 70/90/100/120 –

CNG 油箱 220-302 –

AdBlue 储液罐（尿素） AdBlue 25 –

空调系统中的冷却液量** R134a***-**** –
0.475 +/-

0.025

发动机冷却液系统
保护性防冻剂浓度 50%
凝固点 -35°C

Paraflu HT+ 水 （*）

8 + 8 (2)

6.5 + 6.5 (3) –

双级涡轮冷却液系统
保护性防冻剂浓度 50%
凝固点 -35°C

1.05+1.05 –

（*） 100% Paraflu，用水稀释 50%，可在 -35 °C 下提供保护。
（2） 柴油发动机。
（3） Natural Power 发动机
** 系统包含氟化温室气体。
*** 全球变暖潜势：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 1430。
****CO2 equivalent: 0.679_t
必须只由服务网络进行系统的更换、修理和加注操作。不遵守此说明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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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位检查
这些数值并不是绝对的。必须通过检查液位进行精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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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使用的油品

推荐使用的油品 原装产品

发动机油 - 柴油发动机
满足规格：
ACEA C2
满足依维柯标准 18-1811

SAE 0W30
SAE 5W30

Urania Daily FE
Urania Daily LS
(C.T.R.N.-I510.D09)

发动机油 - Natural Power 发动机
满足规格：
合成基础 ACEA B5
依维柯标准 18-1811

SAE 5W30
Urania Daily
(C.T.R.N.-I220.D03)

差速器和轮毂油
满足规格：
API GL5 矿物基
满足依维柯标准 18-1805

SAE 85W140
SAE 80W90

Tutela W140/M-DA
(C.T.R.N.-I014.N87)
Tutela W90/M-DA (1)

(C.T.R.N.-I009.G87)

机械变速箱用油
含非 EP 抗磨损添加剂
满足规格：
API GL4
满足依维柯标准 18-1807

SAE 75W80
Tutela Truck Gearlite
(C.T.R.N.-I112.F01)

自动变速箱用油
满足规格：
ZF TE-ML 11
满足依维柯标准 18-1807

Tutela Transmission
A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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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使用的油品 原装产品

空调冷却液
依维柯认证标准 18-1835

R134a

（1）针对寒冷气候。
警告：依维柯保证使用原装润滑油可使发动机达到最佳性能。如果使用的是非原装产品，必须满足表中给出的柴
油发动机最低 ACEA 规格。如果所使用产品的性能低于这些 ACEA 规格，将会损坏发动机，并且，这些损坏不
在保修范围之内。
IVECO 推荐使用 Urania Daily FE，以获得在“燃油经济性”方面的益处。IVECO 已在新车上配备了这种机油。



432

技术规格

推荐使用的油品 原装产品

助力转向油
满足规格：
ATF Dexron II D
满足依维柯标准 18-1807

Tutela GI/A
(C.T.R.N.-I002.B92)

一般润滑所用润滑脂
锂皂基；N.L.G.I. 2 级
满足依维柯标准 18-1810

Tutela MR 2
(C.T.R.N.-I007.C89)

液压制动器和离合器控制液
符合标准：

● FMVSS 116-DOT4
● ISO 4925
● 标准 SAE J 1704

满足依维柯标准 18-1820

Tutela TRUCK DOT SPECIAL
(C.T.R.N.-I002.F99)

风挡玻璃清洗液
酒精、水和表面活性剂混合物。

● CUNA NC 956-11

满足依维柯标准 18-1802

Tutela Professional SC 35
(C.T.R.N.-I005.B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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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使用的油品 原装产品

轴承和轮毂的指定润滑脂
锂皂基；N.L.G.I. 3 级
满足依维柯标准 18-1810

Tutela MR 3
(C.T.R.N.-I002.I90)

浓缩防冻液
甘醇基，含阻蚀剂

Paraflu HT (3)

（C.T.R.N -I103.N02）

（3）100% Paraflu，用水稀释 50%，可在 -35 °C 下提供保护。

注意 C.T.R.N = Contractual Technical Referenc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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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注意！

▶ 在安装有微粒过滤器的车辆上，更换机油时必须由依维柯服务
网络重置再生计数器。

▶ 否则会妨碍再生，造成过滤器堵塞，并使发动机性能下降。
如果过滤器过度堵塞，将无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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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efficiency Selective Catalyst Reduction 系统（HI-eSCR）

（仅限柴油车辆）

为符合污染排放的当前法规，IVECO 采用 High efficiency Selective
Catalyst Reduction（HI-eSCR）技术。

已为 Euro 6 车辆选择了结合 DOC（Diesel Oxidation Catalyst）
留住未燃尽的碳氢化合物（HC）和一氧化碳（CO），并利用
DPF（Diesel Particulate Filter）降低微粒排放，同时利用
SCR（Selective Catalyst Reduction）借助 DeNOx 3.1 系统降低
NOx。

该技术可减小微粒数量（PM）并将排气级别的污染性氮氧化
物（NOx）转化为氮气（大气的主要成分）和水。这一转化需要有
AdBlue（水和尿素混合物）参与作用，尿素还原剂喷射到 SCR 模块
的上游。

通过这种处理，我们能够：

● 减少氮氧化物排放。
● 减少微粒排放。
● 降低燃油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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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SCR 系统描述
从涡轮排出的废气进入氧化催化器 DOC
（1），在这里，碳氢化合物（HC）和一
氧化碳（CO）转化为二氧化碳（CO2）
和水（H2O）。

随后，废气通过微粒过滤器 DPF （2），
该过滤器会截住碳颗粒，使之变为微粒。
要实现高 DPF 效率，须不断地进行再
生。再生是利用一系列传感器和控制单元
进行的，确保这一期间送至过滤器的是高
温废气，能够燃烧微粒颗粒。

之后，加压气体进入 SCR 模块 （3）。
尿素喷注降低了温度，并发生了化学转
化过程，从而产生游离氮（N2）和水蒸
气（H2O）。

CUC（Clean Up Catalyst） （4） 位于
末端，它可氧化过多的 Ad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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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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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牌

在车辆的某些部件上或部件附近，配有特殊的彩色标牌以提示用户对
该部件应注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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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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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牌

危险符号
1. 电瓶-腐蚀性液体。
2. 电瓶-爆炸。
3. 膨胀水箱 - 冷却液沸腾时不要取下盖。
4. 皮带与皮带轮 - 运动部件： 身体和衣物均应避开这些部件。
5. 空调管路 - 不要打开。高压燃气。

禁止符号
6. 电瓶 - 避开明火。
7. 电瓶 - 避开儿童。
8. 隔热板/皮带/皮带轮/风扇。
9. 副驾驶员气囊 - 不要将儿童座椅安装在副驾驶员座椅上。

警告符号
10. 助力转向装置 - 不要超过储液罐中最大液位。使用指定的工作液。
11. 制动回路 - 不要超过储液罐中的最大液位。使用指定的工作液。
12. 风挡玻璃雨刷器 - 使用指定工作液。
13. 发动机 - 使用指定润滑剂。
14. 膨胀水箱 - 使用指定冷却液。

安全符号
15. 电瓶 - 保护眼睛。
16. 电瓶/千斤顶 - 参见使用和维护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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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液数据表牌
位于发动机舱内发动机罩止档上方。

指明原装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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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牌

高压危险警告牌
位于发动机舱内。

表明有危险的高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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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装漆标识牌
位于发动机舱内，记载有车漆的标识数据，供补漆或重新喷漆用。

速度限制标贴
底盘装备车间内的底盘车辆限速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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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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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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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丝

▶ 注意！ 对电气系统进行任何干预前，一定要先断开电瓶（操作
主电瓶继电器开关断开端子 / 线路）。避免对电子系统进行任
何改动。如果必须这样做，请联系服务网络。

▶ 注意！ 只使用规定额定值的保险丝： 否则有失火的风险。

注意！
本章的信息仅作为信息提供。 不推荐用户修理/更换部件（保险
丝与继电器）； 任何情况下请与服务网络联系。

▶ 切勿使用更大的保险丝进行更换。必要时，请与服务网络联
系。

一般信息
保险丝保护电气系统，在系统发生故障时进行干预。当某装置不能正
常工作时，检查相应保险丝的效能。

完好保险丝的导电元件 （1） 是未断开的。

熔断保险丝的导电元件 （2） 是断开的。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要用同样额定电流（同样颜色）的保险丝更换熔
断的保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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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保险丝座上取下保险丝，使用随供的夹持器 （3） 。它位于发动
机舱内保险丝控制单元护盖内。

图上示出如何正确使用夹持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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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丝

保险丝盒控制单元
保险丝盒控制单元位于驾驶员侧座椅附近，中央仪表台右侧下面。
要接近它，小心地向上拉箱门 （1） 然后取下。

使用专用夹持器以帮助取出保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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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丝盒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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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丝

保险丝列表

保险 用途 标称电流

F-12 Spare –

F-13 Spare –

F-31
Climate control unit, Wipers relay, Headlight washers, Differential
locking Electronic control unit

5 A

F-32 Spare –

F-33

Tachograph, Bodybuilders socket, 13-pole socket, Instrument panel,
Timer for additional heater (not versions with CNG), EOBD socket,
Anti-theft alarm, Radio, additional engine water heater and ECU for HI-
MATIC gearbox (not versions with CNG)

15 A

F-34 Radio 20 A

F-36 Expansion module, Climate Control Unit 15 A

F-37 Stop lights, dashboard 7.5 A

F-38 Central locking 20 A

F-42 ESP, speed sensor 5 A

F-43 风挡玻璃清洗器 20 A

F-47 Driver's side power window 25 A

F-48 Passenger side power window 25 A

F-49
Interior lighting and CSS, Tachograph, ECU Telma ECU Expansion
Module, Bodybuilders socket, ECU trailer socket, 13 pole socket, ECU
outswinging door, ECURear differential lock, steering angle sensor

5 A

F-50 ECU Airbag 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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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 用途 标称电流

F-51
收音机、驻车传感器、倒车灯、 Green filter（柴油）、LDWS、外开车门
proximity 、TMR

5 A

F-53 USB port 5 A

F-89 备用 / 报警器（CNG） 7.5 A

F-90 Spare –

F-91 Spare –

F-92 左雾灯 7.5 A

F-93 右雾灯 7.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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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丝

保险丝盒 ECU 与发动机舱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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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丝

搭载柴油发动机的车辆的保险丝列表

FUSE USE NOMINAL CAPACITY

F-1 Air suspensions 40 A

F-2 点火开关
30

安培 [A]

F-3 辅助加热器与空调风扇
40

安培 [A]

F-4 ESP 30 A

F-5 Air suspensions 40 A

F-6 电热后窗 - 大灯清洗器 - 后差速器锁 40 A

F-7 电源插座和点烟器 40 A

F-8 Fuel pump 15 A

F-9 Agile 变速箱 - Hi-Matic 变速箱
30 A
10 A

F-10 Heated mirrors and windscreen 15 A

F-11 EDC（主负荷） 15 A

F-14 主继电器 - Agile 变速箱 - Hi- Matic 变速箱 10 A

F-15 Cooling pump 10 A

F-16 Cigarette lighter 15 A

F-17 EDC（次负荷） 10 A

F-18 Expansion module 和/或总取力器 15 A

F-19 喇叭
7.5

安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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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E USE NOMINAL CAPACITY

F-20 Expansion module - 总取力器 15 A

F-21 Agile 变速箱 30 A

F-22 EDC（主负荷） 25 A

F-23 Wipers 30 A

F-24 Power socket 20 A

F-30 Side marker lamps 5 A

F-60 Seat heater 20 A

F-61 Rear differential lock 30 A

F-62 Heated rear windows 30 A

F-63 blow by 和空调压缩机 10 A

F-64 Urea versions with E6 engine 15 A

F-65 Urea versions with E6 engine 20 A

F-66 大灯清洗器（不包括配备 Hi-Matic 变速箱的车型） - Hi-Matic 变速箱
15 A
20 A

F-67 Trailer socket 7.5 A

F-68 Heated windscreen 10 A

F-69 Heated mirrors 7.5 A

F-77
单元加热器（不包括 'Vendor' 车辆） / 'Vendor' 上的外开车门窗玻璃
加热器

5 A/20 A

F-78 Trailer socket 7.5 A

F-81 IBS sensor 20 A

F-82 Body computer 7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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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E USE NOMINAL CAPACITY

F-83 Cab interior heater fans 40 A

F-84 Baruffaldi joint 7.5 A

F-85 Fuel filter heater 25 A

F-87 ECU EDC 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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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载天然气发动机的车辆的保险丝列表

FUSE USE NOMINAL CAPACITY

F-1 Air suspensions 40 A

F-2 点火开关 30 A

F-3 空调风扇 40 A

F-4 ESP 30 A

F-5 Air suspensions 40 A

F-6 后差速器锁、电热后窗、大灯清洗器的电源 40 A

F-7 电源插座和点烟器 40 A

F-8 Fuel pump 15 A

F-9 Spare. –

F-10 Heated mirrors and windscreen 15 A

F-11 喷油器 15 A

F-14 Main relay 10 A

F-15 Cylinder solenoid valve 15 A

F-16 Cigarette lighter 15 A

F-17 Smart drive unit 10 A

F-18 取力器 /Expansion module 15 A

F-19 喇叭 7.5 A

F-20 取力器 /Expansion module 15 A

F-21 Spare. –

F-22 IAW 2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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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E USE NOMINAL CAPACITY

F-23 Wipers 30 A

F-24 Power socket 20 A

F-30 Side marker light 5 A

F-60 Heated seats 20 A

F-61 Rear differential lock 30 A

F-62 Heated rear windows 30 A

F-63 blow by 和空调压缩机 10 A

F-64 Spare. –

F-65 Spare. –

F-66 Headlight washer 15 A

F-67 Trailer socket 7.5 A

F-68 Heated windscreen 10 A

F-69 Heated mirrors 7.5 A

F-77
Unit heater (not on Vendor vehicles) / Heater for outswinging door glass
(Vendor vehicles)

5 A/20 A

F-78 Trailer socket 7.5 A

F-81 Spare.

F-82 Body computer （第二电源） 70 A

F-83 驾驶室内部风扇 40 A

F-84 Baruffaldi joint 7.5 A

F-85 Spare. –

F-87 ECU - EDC 和 C.A. 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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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丝

搭载柴油发动机的车辆的继电器列表

继电器 用途

T2
冷却液泵（仅限搭载 F1C 发动机的版本）
自动式发动机起动插座（Start & Stop 版本）

T3 Side marker lights

T5 Baruffaldi 接头

T6 喇叭

T7 排放口扳手

T8 燃油泵

T9 Main Relè

T10 发动机止动器

T14 Baruffaldi 接头

T17 雨刷器

T19 雨刷器

T20 用 EOBD (MODUS) 诊断

T30 驾驶室内部风扇

T31 燃油滤清器加热器

T49 尿素（仅搭载 F1C Euro VI 发动机的版本） - start & stop

T50 电热后视镜和风挡玻璃

T51 空调压缩机

T52 电热后窗

T53
单元加热器（Vendor 版本除外）
外开玻璃加热器（Vendor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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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电器 用途

T54 主电流继电器开关(T.G.C.)

T55 主电流继电器开关 (T.G.C.)

T56 主电流继电器开关 (T.G.C.)

T64
变速箱油风扇（配备自动变速箱的版本）/大灯清洗器（配备手动
变速箱的版本）

T65
变速箱油风扇（配备自动变速箱的版本）/备用（配备手动变速箱
的版本）

搭载天然气发动机的车辆的继电器列表

继电器 用途

T2 Baruffaldi 接头

T3 Side marker lights

T5 备用。

T6 声音报警

T7 排放口扳手

T8 燃油泵

T9 Main Relè

T10 发动机止动器

T14 气缸促动器

T17 雨刷器

T19 雨刷器

T20 用 EOBD（MODUS）诊断



462

保险丝

继电器 用途

T30 驾驶室内部风扇

T31 备用。

T49 备用。

T50 电热后视镜和风挡玻璃

T51 空调压缩机

T52 电热后窗

T53
单元加热器（供应商版本车辆不装备）/外开车门玻璃加热器（供
应商版本车辆不装备）

T54 –

T55 主电流继电器开关

T56 主电流继电器开关

T64 大灯清洗器

T65 备用。

搭载柴油发动机的车辆驾驶室内的继电器列表

继电器 用途

T61 取力器启用/停用

T62 取力器启用/停用

T63 收音机启用（如果配备）

T66 扩展模块

T67 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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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电器 用途

T68 扩展模块

搭载天然气发动机的车辆驾驶室内的继电器列表

继电器 用途

T61 取力器启用/停用

T62 取力器启用/停用

T63 收音机启用（如果配备）

T66 扩展模块

T67 备用

T68 扩展模块

柴油发动机车辆发动机舱内的模块 2

RELAY/FUSE USE

F94 Spare

F95 Spare

F96 Spare

F97 Spare

F98 装置加热器 - 5A

F99 大灯清洗器（配备自动变速箱的版本） - 15 A

F100 S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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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Y/FUSE USE

T69
Headlight washers (versions with automatic
gearbox)

T70 Spare

T71 Unit heater (version with Vendor)

天然气发动机车辆发动机舱内的模块 2

继电器/保险 用途

F94 备用

F95 备用

F96 备用

F97 备用

F98 单元加热器（供应商版本）

F99 备用

F100 备用

T69 备用

T70 备用

T71 单元加热器（供应商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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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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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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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索引
A

ABS 245
ASR 249
安全驾驶 261
安装了电子控制单元情况下的使用注意事项 316

B

报警灯列表 52
备胎 276
变速箱 415
标牌 437…444
保养记录 393
保养服务时间表 364, 375
保险丝 445…464

C

CNG 燃油加注口 (CNG) 23
Code Card 184…185
Cruise Control 253
车内设备 132
车轮螺母拧紧扭矩 284
车速表 46
车辆识别数据 399
车辆标识牌 402
车辆钥匙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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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索引

处理电瓶时注意防止伤害的警告 320
产品识别牌 403
采暖和通风 150
差速器锁 243
柴油液位指示器 47
常见问题快速参考 331

D

大灯定位 314
电气/电子装置的安装 7
电气系统 417
电瓶 317
电瓶充电 201, 322
多功能转向柱组合开关 117
顶升点 286
定期的维护保养（F1C - CNG Natural Power 发动机） 384
定期保养 362, 370, 379
定期保养的体系 362
定期保养操作（F1C Natural Power） 389
带护罩的车辆操纵座椅 97
带护罩的柴油和天然气版的操纵和使用步梯 17
带转向功能的雾灯 122
带遥控器的钥匙 182
点烟器 175
独立的辅助加热器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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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CAS - 电子控制空气悬架 168
Ecoswitch 功能 202
EDC 204
Emergency Stop Signalling (ESS) 125
Emergency switch 270
ESP 248

F

Follow me home 功能 119, 131
风挡玻璃清洗器-风挡玻璃雨刷器 126
风挡玻璃清洗器储液罐液位检查 346
方向盘调整 116
发动机 413
发动机机油检查 342
发动机冷却液检查 344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指示器 48
防滑链 424

G

Gear Shift Indicator 218
关闭发动机 192
更换灯泡 305
更换轮胎 280
更换遥控器电池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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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索引

H

High efficiency Selective Catalyst Reduction 系统（HI-eSCR） 435
Hill Holder 250
后桥 415
后悬挂 416
缓速器 272

I

Immobilizer 184
Immobilizer alta protezione 185
Inducement 柴油车 29

J

甲烷液位指示器 47
加油 25
机械变速箱的使用（针对柴油和天然气） 215
技术规格 399
驾驶员日常检查 335…360
驾驶员应急操作 276
驾驶员座椅的全景图 40
紧急起动 186
检查制动液液位 346

K

开启和关闭发动机盖 337
控制装置和设备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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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轮胎压力 420
轮胎快速修理包 FIX & GO 500 Sensor 295
轮胎磨损检查 349
绿色驾驶 268

M

每次出行前 342
每周 348

Q

千斤顶 281
取力器 259
牵引车辆 328
轻合金车轮盖 293
前桥 415
前悬挂 416
前雾灯 122
起动发动机 191
起步和驾驶 182

R

日间行车灯（DRL） 121

S

Start & Stop 195
手册中使用的符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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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索引

使用自动变速箱（AGile 型） 222
速度限制器 257
随车附件 333…334

T

推荐使用的油品 430
踏板 211…212

W

Working Engine Speed Demand 258
无线电发射器和移动电话 177
外部灯 118
外部灯控制 118

X

行车制动器 211
型号 407

Y

仪表板 43…44
用户安装的附件 177
有关报废汽车回收的信息 8
有两个自由度的座椅 97
钥匙开关位置 187
原装产品 426
预紧器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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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所有权利。禁止复制本出版物的文本或图片。

遵照     此使用和维护手册中的建议， 确保高效、

无故障地使用车辆。

本手册中的插图和描述性文本   在打印时是  正确

无误的。Iveco 会不断改进政策， 且有权随时更

改价格、规格和设备， 恕不另行通知。

依维柯始终致力于产品的不断完善，因此保留随时

改变产品价格、技术数据或版本的权利，恕无法事

先通知。

本刊中提供的所有信息可能因产品变化而有所不同

。尺寸和重量等数据仅供参考，所列图示并不一定

能代表产品的标准状态。

欲知相关产品的详细信息，请联系您的依维柯经销

商。

十分感谢您选择Iveco，同时向您表示衷心祝贺：您选购了一

辆与众不同的卡车为您服务，它集优异性能、低能耗、高可

靠性和舒适度于一身。

我们请您认真阅读与新车相关的操作和维护手册。按照这些

说明进行操作，可确保您的新车以良好状态运行，并获得很

长的使用寿命。

我们希望您的新车长期无故障，并提醒您，Iveco 服务机构

始终在您身边，为您提供高效的专业建议

Iveco  和它的驾驶员相似：具有周密考虑的系统， 像一个有

机体那样进行规划，且设计了成千上万的备用零件，每个备

用零件都与其他零件一起集成为“逻辑整体”。

Iveco 工程师以最高的精确度确定技术规格，确保实现最大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系统中的每个零件都必须按照设计的方

法发挥功能，确保 Iveco 仍是您选择的 Iveco。

保良好性能的最好方法是出现问题时咨询 Iveco 服务机构

。Iveco 服务标志众所周知，Iveco 在全球拥有 3,500 多个

服务中心，无论您在何处都可以轻松咨询。

些服务中心拥有 30,000 多名技师和技工，每个人都经过 业

培训并学习过定期进修课程，可以娴熟地应对持续的车辆技

术开发。

当然，为了确保维修服务诊断精确、干预快速和高服务质量

，培训必不可少。

服务中心还确保只使用 IVECO 原装备件，这些 原装备件保

持了车辆的 原有完整性。

事实上，这些部件是唯一能够与设计和建造车辆所用的“逻

辑整体”精确集成的部件。

保您的车辆始终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我们推荐采用制定好

的划，以确保在应维护时间到来前的固定期间内，车辆运行

状态良好且运行成本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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