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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本车主手册(使用说明书)和本章节
内看到许多安全注意事项和推荐的内容，
在本章节内说明的安全注意事项是最重要
的部分。

始终佩戴好安全带
安全带是所有类型事故中的最佳保护装
置。气囊仅为辅助安全带功能的辅助保护
装置，而不能代替安全带的功能。即使车
辆配备气囊系统，您和乘员必须佩戴好安
全带。

保护所有儿童
儿童乘坐车辆时，13岁以下的儿童禁止乘
坐在前座椅上，而必须乘坐在后座椅上。
婴幼儿和较小儿童必须接受儿童保护座椅
的保护；较大儿童必须借助增高垫使用胯
部/肩部安全带，直到能不借助增高垫正
常佩戴好安全带为止。

气囊危险警告
气囊虽然能挽救乘员的生命，但是在一定
条件下也能导致严重或致命人身伤害的
危险性，尤其是乘员乘坐的位置距离气囊
过近，或者乘员没有接受适当保护系统的
正确保护时。气囊展开时对婴幼儿、较小
儿童和矮小成人造成的伤害危险性最大。
因此，必须始终遵守在本车主手册(使用
说明书)内记载的所有安全警告事项和说
明。

驾驶员注意力分散
驾驶员的驾驶注意力分散会增大车辆发生
事故的几率，潜在着导致严重或致命人身
伤害的危险性，尤其对初期和没有驾驶经
验的驾驶员而言更是如此。因此，驾驶期
间必须首先考虑和确保驾驶安全，驾驶员
应熟悉一系列的潜在注意力分散因素，如
发困、拿取物品、吃食物、个人装扮、聊
天、多媒体操作、玩手机等。

驾驶员将视线和注意力从道路上移开，或
者双手脱离方向盘，专注于驾驶之外的
事物，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驾车注意力。
为了杜绝驾驶员注意力分散的危险情况和
避免事故的发生，请遵守下列安全注意事
项：
•	 一定要在车辆安全停车的状态下，操作

移动设备(如MP3播放器、手机、导航
装置等)。

•	 仅能在法律和条件许可的安全使用条件
下，才能使用移动设备，驾驶期间禁止
收发短信、邮件等。大多数国家在法律
上规定，禁止驾驶员在驾驶期间收发短
信。部分国家和城市法律规定，禁止驾
驶员在驾驶期间使用手持电话。

•	 驾驶期间禁止使用移动设备，以防分散
驾驶注意力。您必须对车辆乘员和行人
的安全负责，必须始终安全驾驶，您的
手保持方向盘的控制，您的眼睛注视和
注意力集中在行车道路上。

控制车速
车速过高是导致发生碰撞事故和严重或致
命人身伤害的主要因素。通常，车速越
高，危险性就越大，但在车速较低的状态
也会发生严重事故。因此，无论最高车速
限制，严禁超过能确保当前安全状态的速
度。

保持车辆安全状态
车辆轮胎爆胎或存在故障很危险。为了降
低发生此类问题的几率，驾车前检查和确
认轮胎良好和气压符合标准，按规定完成
所有的定期保养。

重要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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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座椅
	座椅向前或向后滑动/座垫倾斜/座垫高
度调整

座椅靠背角度调整
	座垫延伸/座垫支撑调整
腰垫调整
座椅靠背长撑垫调整
舒适伸展调整

放松舒适座椅控制
通风座椅控制
座椅加热控制
助手席放松舒适座椅控制
上下车便利座椅开关
头枕控制
后通风座椅控制
后座椅加热控制

A0052CN01

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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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座椅
	座椅向前或向后滑动调整(2排座椅)
座椅靠背角度调整/座椅折叠(2排座椅)
上下车便利开关(3排座椅)
头枕控制(2排座椅)
	头枕控制(2排中央座椅,	7座)
扶手(6座)

扶手(7座)
上下车便利控制带(应急使用,	3排座椅)
头枕控制(3排座椅)
座椅折叠开关(2排座椅)
11座椅折叠开关(3排座椅)
12座椅加热开关(3排座椅)
13座椅靠背角度调整(3排座椅)
14座椅折叠控制带(3排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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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设置
在信息娱乐系统显示屏的设置菜单中选择“设置	→	车辆设置	→	座椅”项，可使用各种便利
功能。
•	 座椅位置变更提示：显示座椅位置变更有关的信息。
•	 加热/通风功能

 - 根据暖风&空调控制系统的设置，自动控制方向盘加热器、驾驶席座椅加热器或座
椅通风，以保持最佳方向盘和驾驶席座椅的温度。

•	 舒适进入
 - 上下车便利座椅高度调整：当驾驶员上车/下车时，进行座椅高度上升/下降调整。

•	 Ergo-motion座椅
 - 舒适伸展：可以设置座椅运动强度，以便驾驶员的身体舒适伸展。

当信息娱乐系统软件升级后，可能信息娱乐系统会发生变化。详细信息请参考信息娱乐
系统使用手册和快速入门指南。

 信息
根据车辆上应用功能的不同，提供的信息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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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调整好座椅位置，使驾驶员和乘员乘坐在
安全舒适的位置，这可在车辆发生事故
时，安全带和气囊一起确保驾驶员和乘员
的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警告
请勿使用降低座椅和乘员之间摩擦力的坐
垫。否则，当车辆发生事故或紧急制动
时，乘员的臀部可能从胯部安全带下方滑
出。
这会造成乘员得不到安全带的正常保护，
从而导致严重或致命人身伤害。

气囊
您在乘坐车辆时要采用正确的方式，以降
低气囊展开时所造成的二次伤害危险性。
如果乘坐位置离气囊太近，会增大气囊展
开时受伤害的几率。因此，将您的座椅尽
量向后移到既能远离正面气囊的展开范
围，还能保持正常车辆操控的位置。

 警告
为了避免气囊展开导致严重或致命人身伤
害的危险性，请遵守下列安全注意事项：
•	 驾驶员应在保持车辆操控能力的前提

下，尽量向后调整座椅。
•	 尽量向后调整助手席座椅。
•	 双手在3点钟和9点钟位置从外向内握

住方向盘边缘，以最小化手和胳膊受伤
的危险性。

•	 在驾驶员与气囊之间禁止放置任何物品
或站立人员。

•	 禁止助手席乘员将腿翘起放在仪表板
上，或弯腿靠在仪表板上，以最小化腿
脚受伤的危险性。

安全带
驾驶车辆前必须佩戴好安全带。乘员应始
终直立乘坐并接受保护系统的正确保护，
婴幼儿和较小儿童必须接受适当儿童保护
座椅的保护，不适合使用增高垫的较大儿
童和成人必须配备好安全带。

 警告
使用安全带时，请遵守下列安全注意事
项：
•	 禁止2人或以上乘员共用一条安全带。
•	 车辆行驶期间应保持座椅靠背在直立位

置，使胯部安全带舒适放低绕过臀部。
•	 禁止儿童或小婴儿坐在乘员膝盖上。
•	 禁止安全带横过您的颈部或跨过锐利边

缘，也禁止变更肩部安全带远离乘员身
体。

•	 不要使安全带被卡住或夹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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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座椅
可以使用座垫外侧的控制开关调整前座椅
位置。驾驶前，调整座椅位置到便于控制
方向盘、踏板和仪表板上控制开关的适当
位置。	

 警告
调整座椅时遵守下列安全注意事项：
•	 车辆行驶时，严禁调整座椅位置。否

则，座椅会意外移动，导致车辆失控，
而引发意外事故。

•	 不要在前座椅底部放置物品。驾驶员
足部区域的松动物品会干扰脚踏板的操
作，而引发意外事故。

•	 不要让任何物品干扰座椅靠背的正常位
置和正常锁定。

•	 禁止将气体打火机放在底板或座椅上。
否则，在座椅移动时，气体打火机会破
损并且气体会喷出，而引发火灾。

•	 取出座椅下方或座椅与中央控制台之间
夹住的小物品时要特别注意，避免座椅
机构的尖锐边缘割伤或损伤您的手。

•	 如果后座椅上有乘员乘坐，调整前座椅
位置时要小心。

•	 调整后确定座椅锁定在适当位置。否
则，座椅会意外移动，而引发意外事
故。

注意
为了避免造成伤害，请遵守下列安全注意
事项：
•	 在佩戴好安全带的状态下，禁止调整座

椅位置。否则，如果向前移动座垫，可
能导致腹部所受压力过大。

•	 座椅移动期间，避免座椅机械装置夹住
手或手指。

 警告
禁止将无人照看的儿童单独留在车内。电
动座椅在车辆电源[OFF]状态也能进行调
整，如果儿童意外操作座椅，可能导致严
重或致命人身伤害。

参考
为了防止座椅损坏：
•	 当座椅移动至前/后极限位置时，禁止

继续调整座椅。
•	 在车辆电源关闭状态下，调整座椅的时

间禁止超过必要时间，否则会导致不必
要的蓄电池放电。

•	 禁止同时操作2个或以上的座椅开关，
否则会导致电气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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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座椅位置

B0052CN01

B0052CN02

如图所示的座椅靠背角度19˚(1)与座椅位
置188.5毫米(2)是现代汽车提供的指定位
置。
座椅位置2#是座椅从最前位置向后移动
188.5毫米的位置。
座椅位置3#是座椅从最后位置向前移动52
毫米的位置。

座椅位置4#是座椅从最下位置向上移动
20毫米的位置(如有配备)。
必须在驾驶车辆前调整好座椅位置，并检
查确定座椅牢固锁定。

手动调整(如有配备)
可以使用座垫下方的滑动控制杆和座垫外
侧的控制杆调整座椅的位置。驾驶前，调
整座椅位置到便于控制方向盘、踏板和仪
表板上控制开关的适当位置。

B0052KO02

座椅向前和向后调整 
要向前/向后移动座椅，执行下列操作：
1. 向上拉起座椅滑动控制杆并保持。
2. 将座椅滑动调整至理想位置。
3. 释放滑动控制杆。确定座椅牢固锁定

在理想位置。在座椅滑动控制杆释放状
态，试着向前/向后移动座椅。如果座
椅移动，表明座椅没有牢固锁定。



03

3-9

B0052KO03

座椅靠背角度调整 
要调整座椅靠背角度，执行下列操作：
1. 身体稍微前倾，提起座椅靠背倾斜控制

杆并保持。	
2. 将身体小心地向后倚靠在座椅靠背上，

并调整座椅靠背角度至理想位置。
3. 释放靠背倾斜控制杆。确定座椅靠背牢

固锁定在理想位置。(控制杆必须返回
至原位，以便座椅靠背牢固锁定。)

倾斜座椅靠背 
车辆行驶时，坐在靠背倾斜的座椅上很危
险。即使佩戴好安全带，如果座椅靠背处
于倾斜状态，会极大地降低保护系统(安
全带和/或气囊)的保护作用。

 警告
车辆行驶时，禁止坐在座椅靠背倾斜的座
椅上。
如果坐在靠背倾斜的座椅上，会增大碰撞
事故或紧急制动中乘员受到严重或致命伤
害的几率。
驾驶员和乘员应始终靠后紧靠靠背坐在座
椅上，正确佩戴好安全带并保持座椅靠背
处于直立位置。

安全带必须舒适绕在臀部和胸部，以便提
供正确的保护。座椅靠背越倾斜，肩部安
全带越不能发挥其保护作用，因为肩部安
全带不能舒适绕过身体的胸部，会与您的
身体之间存在间隔。发生事故或紧急制动
时，您会被抛起撞上安全带，导致颈部伤
害或其它伤害。
座椅靠背越倾斜，乘员臀部从胯部安全带
下部滑出或乘员颈部撞到肩部安全带的几
率就越大。

B0052KO04

座垫高度调整 
要升高/降低座垫高度：
•	 向下推动几次座垫高度控制杆，降低座

垫至理想高度。
•	 向上拉动几次座垫高度控制杆，升高座

垫至理想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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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调整(如有配备)
可以使用座垫外侧的控制开关调整前座椅
的位置。驾驶前，调整座椅位置到便于控
制方向盘、踏板和仪表板上控制开关的适
当位置。

 警告
禁止将无人照看的儿童单独留在车内。电
动座椅在车辆电源[OFF]状态也能进行调
整，如果儿童意外操作座椅，可能导致严
重或致命人身伤害。

参考
为了防止座椅损坏： 
•	 当座椅移动至前/后极限位置时，禁止

继续调整座椅。
•	 发动机停止时，调整座椅的时间禁止超

过必要时间。否则会导致蓄电池无谓放
电。

•	 禁止同时操作2个或以上的座椅开关，
否则会导致电气故障。

B0052KO05

座椅向前和向后调整
要向前/向后移动座椅，执行下列操作：
1. 向前/向后推动控制开关并保持。
2. 一旦座椅到达理想位置，释放开关。

B0052KO08

座垫倾斜

调整座垫前部高度：
向上拉起控制开关的前部并保持，升高座
垫前部至理想高度；向下压下控制开关的
前部并保持，降低座垫前部至理想高度。
一旦座垫前部高度到达理想高度，释放开
关。

座垫高度调整

调整座垫高度：
向上拉起控制开关的后部并保持，升高座
垫至理想高度；向下压下控制开关的后部
并保持，降低座垫至理想高度。
一旦座垫高度到达理想高度，释放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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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靠背角度调整
要调整座椅靠背角度，执行下列操作：
1. 向前/向后推动控制开关并保持。
2. 一旦座椅靠背到达理想角度，释放开

关。

座椅靠背倾斜
车辆行驶时，坐在靠背倾斜的座椅上很危
险。即使佩戴好安全带，如果座椅靠背处
于倾斜状态，会极大地降低保护系统(安
全带和/或气囊)的保护作用。

 警告
车辆行驶时，禁止坐在座椅靠背倾斜的座
椅上。
如果坐在靠背倾斜的座椅上，会增大碰撞
事故或紧急制动中乘员受到严重或致命伤
害的几率。
驾驶员和乘员应始终靠后紧靠靠背坐在座
椅上，正确佩戴好安全带并保持座椅靠背
处于直立位置。

安全带必须舒适绕在臀部和胸部，以便提
供正确的保护。座椅靠背越倾斜，肩部安
全带越不能发挥其保护作用，因为肩部安
全带不能舒适绕过身体的胸部，会与您的
身体之间存在间隔。发生事故或紧急制动
时，您会被抛起撞上安全带，导致颈部伤
害或其它伤害。
座椅靠背越倾斜，乘员臀部从胯部安全带
下部滑出或乘员颈部撞到肩部安全带的几
率就越大。

B0052KO30

座垫延伸调整(驾驶席座椅)(如有配备)
要向前/向后移动座垫前部，执行下列操
作：
1. 按下控制开关的前部/后部并保持。
2. 一旦座垫伸缩到达理想长度，释放开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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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52KO09

腰垫(2方向) (如有配备)
要调整腰垫位置，执行下列操作：
按下控制开关的前部并保持，伸出腰垫
至理想位置；按下控制开关的后部并保
持，缩回腰垫至理想位置。一旦腰垫到达
理想位置，释放开关。 

腰垫(4方向) (驾驶席座椅，如有配备)
要调整腰垫位置，执行下列操作：
1. 按下控制开关的前部并保持，伸出腰

垫至理想位置；按下控制开关的后部
并保持，缩回腰垫至理想位置。

2. 按下控制开关的上部并保持，升高腰
垫至理想高度；按下控制开关的下部
并保持，降低腰垫至理想高度。

3. 一旦腰垫到达理想位置，释放开关。

B0052KO10

座椅靠背长撑垫调整(驾驶席座椅)(如有配
备)
要调整座椅靠背长撑垫位置，执行下列操
作：
1. 顺时针转动长撑垫控制旋钮，向内侧

合拢座椅靠背长撑垫；逆时针转动长撑
垫控制旋钮，向外侧张开座椅靠背长撑
垫。

2. 一旦座椅靠背长撑垫到达理想位置，停
止转动旋钮。

B0052KO06

腿撑调整(如果配备)
1. 向前推动控制开关，升高腿撑至理想位

置。
2. 向后推动控制开关，降低腿撑至理想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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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go-motion座椅(如有配备)

B0052CN03

在信息娱乐系统显示屏上设置菜单中选
择“设置→车辆→座椅→Ergo-motion座椅”
项，可以设置启用为驾驶员安全的各项座
椅辅助功能。

 警告
在使用各项座椅辅助功能之前，必须在车
辆驻车状态，操作座椅的各项功能熟悉其
作用和操作模式。

舒适伸展
舒适伸展功能帮助缓解由驾车导致的驾驶
员骨盆和后腰部位的疲劳。	

B0052KO11

按动控制按钮时，按下列顺序选择舒适伸
展功能操作模式或关闭其功能。
 - 骨盆伸展：座垫部分部位移动，帮助骨
盆左右运动。

 - 腰部伸展：座椅靠背部分部位移动，帮
助后腰部位进行往复运动。

 - 全身伸展：座垫和座椅靠背依次移动，
帮助全身运动，以降低疲劳感。

 - 关闭：舒适伸展功能关闭。

在信息娱乐系统显示屏上设置菜单中可以
设置或变更运动强度和操作时间。请选
择：
 - 强度：设置→车辆→座椅→Ergo-motion
座椅→舒适伸展→强力/标准

 - 时间：设置→车辆→座椅→Ergo-motion
座椅→舒适伸展→	操作时间→短(10分钟)/
标准(15分钟)/长(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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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姿辅助
驾驶车辆1小时后，坐姿辅助功能自动调
整驾驶席座椅的驾驶员骨盆和后腰部分的
支撑力，以辅助舒展驾驶员的坐姿。
在信息娱乐系统显示屏上设置菜单中可以
设置启用或停用坐姿辅助功能。请选择：
 - 设置→车辆→座椅→Ergo-motion座椅→坐
姿辅助

智能支撑
当选择动感(SPORT)驾驶模式时，驾驶席
座椅靠背长撑垫的支撑力增强，并且座垫
支撑部分降低。
在选择除了动感(SPORT)模式外的其它驾
驶模式状态，仅当车辆高速行驶(130km/
h以上)时，增强驾驶席座椅靠背长撑垫的
支撑力。
当车辆减速(降至110km/h以下)时，驾驶
席座椅靠背长撑垫返回至之前的位置。
在信息娱乐系统显示屏上的设置菜单中可
以设置启用或停用智能支撑功能。请选
择：
 - 设置→车辆→座椅→Ergo-motion座椅→智
能支撑

 信息
当信息娱乐系统软件升级后，可能信息娱
乐系统会发生变化。详细信息请参考信息
娱乐系统使用手册和快速入门指南。

放松舒适座椅(如有配备)

B0052KO22

当乘员长时间保持相同的坐姿时，放松舒
适座椅功能分散乘员的身体压力，将重量
集中在乘员身体的特定部位上。放松舒适
座椅功能提供最佳的坐姿，有助于缓解疲
劳和不适。	

注意
使用放松舒适座椅功能时，请遵守下列安
全注意事项：
•	 车辆行驶时，禁止使用放松舒适座椅功

能。否则，一旦车辆发生碰撞事故或紧
急制动，可能会导致严重或致命人身伤
害。

•	 在后座椅上装载有行李物品时，不要使
用放松舒适座椅功能。

•	 车辆行驶时，禁止使用放松舒适座椅功
能。否则，因为肩部安全带与身体之间
存在间隔，不能紧紧贴在身体上，因此
安全带不能正常保护乘员。

•	 当后座椅不在最后位置和靠背未在直立
状态时，禁止使用放松舒适座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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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52KO23

B0052KO24

[A]：助手席放松舒适座椅开关
[B]：放松舒适座椅开关	

要启动放松舒适座椅功能，如下进行操
作。按下放松舒适座椅开关的后部(1)超过
0.5秒钟，在信息娱乐系统显示屏上显示
提示警报时，释放开关。然后在5秒钟内
再次按下放松舒适座椅开关的后部(1)超过
0.5秒钟，就会启动放松舒适座椅功能。
如果在显示提示警报后的5秒钟内没有按
下放松舒适座椅开关，不能启动放松舒适
座椅功能。当启动放松舒适座椅功能时：
1. 自动将座垫向前或向后调整至放松舒适

位置。
2. 将座垫、靠背角度和腿撑位置调整至放

松舒适位置。	

在下列任何条件下，就会在信息娱乐系统
显示屏上显示提示警报，并关闭放松舒适
座椅功能。
•	 档位不在“P(驻车)”档时。
•	 车速超过3km/h时。
•	 佩戴后座椅安全带时。

 信息
如果放松舒适座椅系统不能正常运行，首
先执行驾驶席集成记忆系统的初始化程
序。如果放松舒适座椅系统仍然不能正常
运行，我们建议您将此系统有关的所有检
查、维修和更换工作交由现代汽车授权经
销商进行。 

您可以使用座椅控制开关调整座椅位置。

B0052KO25

(1)：调整至放松舒适位置
(2)：调整至初始位置

•	 向上拉起开关的前部，将座垫高度调整
至放松舒适位置。

•	 向下推动开关的前部，将座垫高度调整
至初始位置。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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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52KO26

(1)：调整至放松舒适位置
(2)：调整至初始位置

•	 向后推动开关的上部，将座椅靠背角度
调整至放松舒适位置。

•	 向前推动开关的上部，将座椅靠背角度
调整至初始位置。即使是由他人调整的
放松舒适座椅，照常可以通过按下放松
舒适座椅开关进行重新调整。	

•	 要关闭放松舒适座椅功能
座椅位置处在放松舒适座椅功能控制的
状态时，按下放松舒适座椅开关的前部
(2)，座椅位置会恢复至初始位置。

关闭放松舒适座椅功能时：
•	 驾驶席座椅将恢复至档位“P(驻车)”档

时的位置。
•	 助手席座椅将恢复至初始位置。

在下列任何条件下，驾驶席放松舒适座椅
功能不能恢复至初始位置。
•	 档位不在“P(驻车)”档时。
•	 车速超过3km/h时。

 信息
如果放松舒适座椅系统不能正常运行，首
先执行驾驶席集成记忆系统的初始化程
序。如果放松舒适座椅系统仍然不能正常
运行，我们建议您将此系统有关的所有检
查、维修和更换工作交由现代汽车授权经
销商进行。

参考
禁止同时操作多个座椅控制开关。否则，
会导致座椅电气系统损坏。

座椅靠背袋

B0052KO21

在前座椅靠背的背部配有座椅靠背袋。

注意
在座椅靠背袋内不要放入沉重或尖锐物
品。否则，会损坏座椅靠背袋，而且在发
生事故时，这些沉重或尖锐物品甩出，导
致车内乘员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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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座椅

 警告
遵守下列安全注意事项：
•	 调整座椅位置

 - 车辆行驶时，严禁调整座椅位置。否
则，座椅会意外移动，而造成车辆失
控，引发意外事故。 

 - 座椅位置调整结束后，确保座椅牢固
锁定。否则，座椅会意外移动，而造
成车辆失控，引发意外事故。

•	 折叠座椅
 - 在座椅上有乘员乘坐或有宠物或装载

有行李物品时，禁止折叠座椅靠背。
否则，会导致乘员或宠物伤害，或者
导致行李物品或座椅损坏。

 - 车辆行驶时，禁止乘员坐在向下折叠
的座椅靠背顶部。这里既不是合适的
坐位，也不能使用安全带。一旦发生
事故或紧急制动，会导致严重或致命
人身伤害。

 - 在向下折叠的座椅靠背顶部装载的物
品高度不能高于前座椅靠背的顶部。
否则，当车辆紧急制动时，物品会向
前冲出，导致严重人身伤害或车辆损
坏。

 - 将后排座椅靠背从折叠位置返回到直
立位置时，抓住座椅靠背顶部并缓慢
将其移动到直立位置。推动座椅靠背
的顶部，确定座椅靠背牢固锁定在直
立位置。如果座椅靠背没有锁定，一
旦车辆紧急制动或发生碰撞事故，因
座椅靠背松动而使行李箱内的行李物
品向前冲出，导致乘员严重或致命伤
害或财产损失。

•	 装载行李物品
 - 无论是装货还是卸货，一定要停止发

动机，将档位挂入“P(驻车)”档，并
牢固啮合驻车制动器。如果不采取这
些措施，一旦不经意间将档位挂入其
它档位，车辆会突然移动，而引发意
外事故。

 - 通过后排座椅装载行李物品时，确定
行李物品固定牢固，以避免在车辆行
驶期间移动而损坏车内装饰或导致乘
员伤害。

•	 不要在后排座椅上放置行李物品。因为
这些物品不能牢固固定，当车辆发生碰
撞事故时，这些行李物品会被抛出冲击
乘员，导致严重或致命人身伤害。

注意
座椅移动期间，避免座椅机械装置夹住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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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为了避免车辆损坏：
•	 后座椅安全带

折叠座椅靠背前，将安全带扣环插入至
座椅靠背与座垫之间。将安全带束带穿
过安全带束带导环，以免损坏。

•	 行李物品
请注意，当通过后排座椅载货时，避免
损坏内饰。

 警告

B0053EU01 

在有乘员乘坐在3排座椅上的状态，关闭
后备箱门时要小心。如果乘员头部没有倚
靠在适当调整的头枕上或在座椅上有高个
乘员乘坐时，后备箱门可能会碰到乘员的
头部，从而造成意外伤害。

手动调整(２排)

B0053CN03 

座椅向前和向后调整
要向前/向后移动座椅，执行下列操作：
1. 向上拉起座椅滑动控制杆并保持。
2. 滑动座椅至理想位置。
3. 释放滑动控制杆。确认座椅牢固锁定在

理想位置。
6-座或7-座型车辆，2排中央座椅与2排驾
驶席侧座椅一起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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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53CN04 

座椅靠背角度调整 
要调整座椅靠背角度，执行下列操作：
1. 向上拉起座椅靠背倾斜控制杆并保持。
2. 调整座椅靠背角度至理想位置。
3. 释放靠背倾斜控制杆。确认座椅靠背

牢固锁定在理想位置。靠背倾斜控制杆
必须返回至原位，以便座椅靠背牢固锁
定。

6-座或7-座型车辆，2排中央座椅与2排驾
驶席侧座椅一起移动。	

 Ã 通过向上拉起座椅靠背控制杆，可以向
前折叠座椅靠背。

手动调整(3排座椅)
座椅靠背角度调整(3排座椅)

B0053CN02

1. 拉出座椅靠背倾斜控制带并拉住。
2. 调整座椅靠背角度至理想位置。
3. 释放靠背倾斜控制带。确认座椅靠背

牢固锁定在理想位置。靠背倾斜控制带
必须返回至原位，以便座椅靠背牢固锁
定。

电动调整(3排座椅，如有配备)
座椅靠背角度调整(3排座椅)

B0053KO05

按下座椅靠背角度调整按钮调整座椅靠背
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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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车便利座椅(2排座椅)

B0053KO11

B0053KO12

B0053KO13

要进出3排座椅
1. 将安全带束带穿过后排座椅安全带导环

内。插入安全带束带后，上拉安全带束
带使其绷紧。

2. 按下位于2排座椅靠背顶部()或2排座
椅靠背侧面()的上下车便利开关。

3. 2排座椅靠背向前折叠和座椅向前滑动
至最前位置。

进出3排座椅后，将2排座椅滑动至最后位
置，并将座椅靠背立起和推动直至听到咔
嗒声。确认座椅牢固锁定在适当位置。

 警告
车辆行驶期间，或者在2排座椅上有乘员
乘坐时，禁止调整2排座椅。否则，座椅
会突然移动，导致座椅上的乘员受到意外
伤害。 

 警告

B0053EU16

•	 如果上下车便利开关不能正常工作，拉
动位于座椅左下方的座椅控制带( )，
就能向前移动2排座椅。
(6-座型车辆 
 - 左侧座椅：右下方

右侧座椅：左下方 
 - 7-座型车辆

右侧座椅：左下方)
•	 在2排座椅上有乘员乘坐时，禁止拉动

座椅控制带( )。否则，座椅会突然移
动，导致座椅上的乘员受到意外伤害。
仅在上下车便利开关不能正常工作时使
用座椅控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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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后排座椅
可折叠后排座椅靠背，以便装载长物品或
增大车辆行李箱容量。

向下折叠后排座椅靠背：
1. 将前座椅靠背置于直立位置，如有必要

向前滑动前座椅。
2. 将后排座椅头枕肌降至最低位置。

B0053KO11

3. 将安全带束带穿过后座椅安全带束带导
环内，以防止安全带束带卡在座椅后部
或底部。

B0053EE15

B0053EE17

A ：2排座椅
B ：3排座椅

4. 向上拉起座椅靠背折叠控制杆(2排座
椅)或向后拉动座椅靠背折叠控制带(3
排座椅)，并向前下方折叠座椅靠背。
将座椅靠背返回至直立位置时，一定要
推动座椅靠背顶部，确认座椅靠背牢固
锁定在直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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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53EE16

B0053EE23

A ：2排座椅
B ：3排座椅

5. 要使用后排座椅，向上拉起座椅靠背折
叠控制杆(2排座椅)或向后拉动座椅靠
背折叠控制带(3排座椅)，并向后上方
提起推动座椅靠背，使座椅靠背处于直
立状态。牢固推动座椅靠背直至听到咔
嗒声。请确认座椅靠背牢固锁定。

6. 将后座椅安全带恢复至适当位置。

2排座椅靠背远控折叠(如有配备)

B0053KO18

按下位于行李箱左侧的2排座椅靠背折叠
按钮。([L]：左侧座椅靠背折叠，[R]：右
侧座椅靠背折叠)

 警告
后排座椅靠背折叠
如果在后排座椅上有乘员、宠物或行李物
品，禁止折叠后排座椅靠背(2排&3排座
椅)。
否则，会导致乘员或宠物受到伤害，或者
导致行李物品或座椅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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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排座椅靠背远控折叠/展开(如有配
备)

B0053KO20

按下位于行李箱左侧的3排座椅靠背折叠/
展开按钮。([L]：左侧座椅靠背折叠/展
开，[R]：右座椅靠背折叠/展开)
仅在发动机运转和档位在“P(驻车)”档的状
态，或者档位在“N(空档)”档和牢固啮合
驻车制动器的状态，能控制3排座椅远程
折叠或展开。
当点火开关或发动机起动/停止按钮在
[OFF]位置时，与其它状态无关，都能控
制座椅。但是，在座椅调整操作期间，如
果车辆移动或换档，立即停止座椅的调整
操作。
在座椅靠背折叠或展开操作期间，如果再
次按下远控折叠/展开按钮，座椅靠背立
即停止操作。此时，再次按下远控折叠/
展开按钮时，座椅靠背恢复操作。
在座椅靠背折叠状态，按下3排座椅靠背
角度调整按钮时，3排座椅靠背就会展
开。

障碍物检测功能(防夹功能)
在3排座椅靠背折叠或展开操作期间，如
果持续检测到阻力，座椅靠背停止移动或
反向操作至原始位置。
请注意，如果检测到的阻力小于规定值，
或者座椅靠背的折叠或展开操作已到基本
结束的位置，障碍物检测功能可能不起作
用。如果向座椅施加大的外力，即使不是
障碍物的阻力，也会启动防夹功能。
在1次座椅靠背折叠或展开操作过程中，
如果因多次检测到障碍物的阻力，重复执
行座椅靠背的折叠或展开操作时，座椅靠
背的折叠或展开操作就会停止。此时，检
查并清除座椅靠背移动路径上的任何障碍
物，然后重新操作座椅靠背折叠/展开按
钮，检查座椅控制是否正常。
防夹功能启动控制后，座椅靠背角度会改
变。此时，重新按下座椅靠背折叠/展开
按钮操作座椅，就能初始化座椅靠背角
度。

 警告
严禁以人身或任何物体为对象测试座椅靠
背折叠/展开时的障碍物检测功能(防夹功
能)。
为了确保安全，折叠或展开3排座椅靠背
时，确保在座椅靠背移动路径上没有任何
人和物体。为了避免安全带损坏，将安全
带束带插入至安全带导环内，并将安全带
束带完全收回至卷带器内。
如 果 在 3 排 座 椅 上 安 装 了 儿 童 保 护 座 椅
(CRS)，在操作座椅靠背前，必须拆除儿
童保护座椅(CRS)。
如果在3排座椅上有任何行李物品，在操
作座椅靠背前，必须移除所有行李物品。
为了避免前方的座椅发生干扰，请保持前
方的座椅靠背处于直立位置，并将前方的
座椅向前滑动至最前位置，以确保操作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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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手(2排座椅)

B0053KO09

B0053KO10

A ：6-座型车辆
B ：7-座型车辆

扶手位于后排座椅的中央。要使用扶手，
从座椅靠背上向下拉下扶手。
执行下列操作，调整扶手至理想角度：	
1. 将扶手从最高位置拉下至最低位置。
2. 然后将扶手向上提起至理想角度。
 
一旦调整好扶手的角度，扶手不能向下移
动。要向下移动扶手，执行下列操作：
1. 将扶手提起至稍微超过最高位置，然后

再将扶手拉下至最低位置。
2. 然后将扶手向上提起至理想角度。	

头枕
车辆的前座椅和后座椅都配备了可调式头
枕。头枕不仅能为乘员提供舒适的乘坐环
境，更重要的是在发生碰撞事故时，尤其
是发生追尾碰撞事故时，能保护乘员的颈
椎，防止颈椎、颈部、脊椎和其它部位受
到伤害。

 警告
为了避免事故中导致严重或致命人身伤害
的危险性，调整头枕位置时，请遵守下列
安全注意事项：
•	 驾驶车辆前，一定要把所有乘员乘坐的

座椅头枕调整到适当位置。
•	 禁止任何人乘坐在拆下头枕或翻转头枕

的座椅上。
•	  

B0701EU01

调整头枕位置，使头枕的中间部位与乘
员的眼睛上部同高。

•	 车辆行驶期间，严禁调整驾驶席座椅头
枕的位置。

•	 调整头枕位置，使其尽量接近乘员的头
部，禁止使用能使乘员的身体远离座椅
靠背的座垫等。

•	 调整头枕位置后，确定头枕牢固锁定在
适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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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B0053KO24

在后排座椅上有乘员乘坐时，禁止将头枕
调整到最低位置。

注意
在后排座椅上没有乘员乘坐时，将头枕降
至最低位置。如果后排座椅的头枕过高，
会影响驾驶员的车辆后方视野。

参考
为了防止头枕损坏，禁止敲击或硬拉动头
枕。

前座椅头枕

B0701EU02

驾驶席和助手席座椅上配备了可调式头
枕，确保乘员安全及舒适。

B0052KO13

上下调整高度
要升高头枕：
1. 上拉头枕至理想位置()。

要降低头枕：
1. 按住头枕导管上的释放按钮()。
2. 降低头枕至理想位置()。

B0052KO12

头枕向前和向后调整
向前拉动头枕，可将头枕定位在3个位置
之一。要将头枕向后进行调整，首先将头
枕充分向前拉动至最前极限位置，然后释
放头枕，使头枕移动至最后位置，然后再
次向前拉动至理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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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B0052KO14

在头枕和座椅均在升高位置的状态，如果
向前倾斜座椅靠背，头枕可能碰在遮阳板
上或车辆其它部位上。

B0052KO15

B0052KO16

A ：手动座椅， B ：电动座椅

拆卸/安装
要拆卸头枕，执行下列操作：
1. 操作座椅靠背倾斜控制杆或靠背控制开

关( )将座椅靠背( )向后倾斜至适合
操作的角度。

2. 将头枕升高至极限位置。
3. 按住头枕导管上的释放按钮( )，并向

上拉出头枕()。

 警告
禁止任何人乘坐在拆下头枕的座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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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52KO18

B0052KO19

A ：手动座椅
B ：电动座椅

要安装头枕，执行下列操作：
1. 将座椅靠背向后倾斜至适合操作的角

度。
2. 按住头枕导管上的释放按钮( )，并将

头枕导杆()插入至头枕导管孔内。
3. 将头枕调整至理想位置。
4. 操作座椅靠背倾斜控制杆或靠背控制开

关( )将座椅靠背角度( )向前调整至
理想位置。

 警告
安装并适当调整头枕位置后，确定头枕牢
固锁定在理想位置。

后排座椅头枕(2排、3排座椅) 

B0701CN01

*：如有配备

在后排座椅的所有座位上均配备了头枕，
以确保乘员安全及舒适。

B0053KO06

上下调整高度
要升高头枕：
1. 上拉头枕至理想位置()。

要降低头枕：
1. 按住头枕导管上的释放按钮()。
2. 降低头枕至理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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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53KO07

拆卸/安装
要拆卸头枕，执行下列操作：
1. 将头枕升高至极限位置。
2. 按住头枕导管上的释放按钮( )，并向

上拉出头枕()。

要安装头枕，执行下列操作：
1. 按住头枕导管上的释放按钮，并将头

枕导杆()插入至头枕导管孔内。
2. 将头枕调整至理想位置。

3排座椅头枕折叠(如有配备)

B0705EU01

折叠3排座椅靠背时，3排座椅头枕会自动
向前下方折叠。	
要手动折叠头枕：
 - 向后拉动3排座椅靠背控制带。
要手动展开头枕：
 - 抓住头枕，并将其立起。
将3排座椅靠背返回至直立位置后，必
须确认头枕牢固锁定到位。

 信息
不能调整3排座椅头枕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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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式头枕(如有配备)

B0706EU01 

驾驶车辆时，翼式头枕侧翼支撑可避免乘
员头部晃动。要调整翼式头枕侧翼的位
置，双手握住翼式头枕两侧的侧翼，向内
侧收拢或向外侧张开侧翼。

 信息
不需要翼式头枕的侧翼支撑时，双手握住
翼式头枕两侧的侧翼，向外侧张开侧翼至
原位。

座椅加热器(如有配备)
座椅加热器在寒冷季节加热座椅。
在温暖季节或不需要座椅加热器工作的环
境下，保持座椅加热器开关位于“关闭”位
置。

 警告
即使座椅加热器在低温状态，也可能导致
乘员严重烧伤，尤其是长时间使用时。
如果座椅太热，乘员可以感觉到，按照需
要可以关闭座椅加热器。
对于皮肤不能感受温度变化或不能感觉到
疼痛的人群应保持高度谨慎，尤其是下列
人员乘坐时：
•	 婴幼儿、儿童、老人、伤残人士或医院

门诊病人。
•	 敏感皮肤或易烧伤的人群。
•	 疲劳人群。
•	 醉酒人群。
•	 服食易瞌睡药物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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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座椅加热器工作时，不要在座椅上放置毛
毯、座椅垫等隔热物品。否则，会造成座
椅加热温度过高，导致人员灼伤或座椅损
坏。

参考
为了防止座椅加热器和座椅损坏：
•	 清洁座椅时，不要使用涂料稀释剂、

苯、酒精或汽油等溶剂。
•	 不要在配备加热器的座椅上放置沉重或

尖锐物品。
•	 禁止随意更换座椅套。否则，会导致座

椅加热器系统损坏。

座椅加热器

B0056KO01

B0056KO02

B0056KO07

A ：前座椅，	 B ：2排座椅，
C ：3排座椅(如有配备)

发动机运转时，按下座椅加热开关，加热
驾驶席座椅、助手席座椅、2排座椅或3排
座椅。
当接通座椅加热器工作时，根据座椅温度
设置，加热开关上的指示灯以相应的温度
设置模式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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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温度控制
每次按动开关时，座椅温度设置变化如
下：

 - 前座椅

  关闭→高温(                 )→中温(           )→低温(     ) 

 - 后排座椅

关闭 → 高温 (        ) → 中温 (        ) → 低温 (        )

•	 自动温度控制
座椅加热器开始自动控制座椅温度，以
免手动接通座椅加热器工作后发生低温
灼伤。

 - 前座椅

  关闭→高温(                 )→中温(           )→低温(     ) 

30 分钟 60 分钟

 - 2排座椅

关闭 → 高温 (        ) → 中温 (        ) → 低温 (        )

30 分钟 60 分钟

•	 暖风&空调设置联动自动控制(驾驶席座
椅)	
发动机运转时，座椅加热器会根据车外
温度自动控制座椅温度。要使用此功
能，必须在信息娱乐系统显示屏上设置
菜单中设置启用此功能。请选择：
 - 设置	→	车辆	→	座椅	→	加热/通风功能	→	
驾驶席座椅加热/通风

•	 座椅加热器在工作状态时，如果按住座
椅加热开关超过1.5秒钟，座椅加热器
就会关闭。

•	 将点火开关或发动机起动/停止按钮转
至[ON]位置时，默认座椅加热器在“关
闭”状态。

 信息
当信息娱乐系统软件升级后，可能信息娱
乐系统会发生变化。详细信息请参考信息
娱乐系统使用手册和快速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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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座椅(如有配备)
通风座椅功能通过座椅的座垫和靠背表面
上的小通风孔鼓风来冷却座椅。
不需要通风座椅功能工作时，保持通风座
椅系统在“关闭”状态。

参考
为了防止通风座椅系统损坏：
•	 清洁座椅时，不要使用涂料稀释剂、

苯、酒精或汽油等溶剂，以免通风孔堵
塞。

•	 避免液体喷溅在前座椅座垫和靠背表面
上。否则，会因通风孔堵塞而使通风座
椅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	 不要在座椅下部放置任何物品，如塑料
袋、报纸等。否则，堵塞通风座椅进气
口，导致座椅无冷却空气流出。

•	 禁止随意更换座椅套。否则，会损坏通
风座椅系统。

•	 当通风座椅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时，关闭
发动机后重新起动。如果通风座椅系统
仍然不能正常运行，我们建议您将此系
统有关的所有检查、维修和更换工作交
由现代汽车授权经销商进行。

通风座椅

B0057KO01

B0056KO02

A ：前座椅， B ：后排座椅

•	 每次按动开关时，座椅温度设置变化如
下：

•	 前座椅

  关闭→高冷(                 )→中冷(           )→低冷(     ) 

•	 2排座椅

关闭 → 高冷 (        ) → 中冷 (        ) → 低冷 (        )

•	 如果通风座椅的温度设置为“高冷”模
式，随车速的变化，通风气流量也会改
变，即当车速增加时，通风气流量也随
之增大，而当车速降低时，通风气流量
也随之减小。

•	 接通通风座椅工作时，如果暖风&空调
控制系统的制冷系统运行，能获得更佳
的效果。

•	 从操作通风座椅开关到能感觉到温度的
变化，约需要3~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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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风座椅在工作状态时，如果按住通风
座椅开关超过1.5秒钟，通风座椅就会
关闭。

•	 将点火开关或发动机起动/停止按钮转
至[ON]位置时，默认通风座椅在“关闭”
状态。

•	 暖风&空调设置联动自动控制(驾驶席座
椅)
发动机运转时，通风座椅会根据车外温
度自动控制座椅温度。要使用此功能，
必须在信息娱乐系统显示屏上设置菜单
中设置启用此功能。请选择：
 - 设置	→	车辆	→	座椅	→	加热/通风功能	→	
驾驶席座椅加热/通风

 信息
•	 如果车外温度低于2°(33°F)，通风座椅

功能不会运行。
•	 接通通风座椅工作时，请在制冷系统运

行状态使用。如果在制冷系统没有运行
的状态长时间使用通风座椅功能，会降
低通风座椅的性能。
当信息娱乐系统软件升级后，可能信息
娱乐系统会发生变化。详细信息请参考
信息娱乐系统使用手册和快速入门指
南。

参考
为了防止通风座椅系统损坏：
•	 接通通风座椅工作时，仅在制冷系统运

行状态使用。如果在制冷系统没有运行
的状态长时间使用通风座椅功能，可能
会导致通风座椅系统故障。

•	 清洁座椅时，不要使用涂料稀释剂、
苯、酒精或汽油等溶剂，以免通风孔堵
塞。

•	 避免液体喷溅在前座椅座垫和靠背表面
上。否则，会因通风孔堵塞而使通风座
椅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	 不要在座椅下部放置任何物品，如塑料
袋、报纸等。否则，堵塞通风座椅进气
口，导致座椅无冷却空气流出。

•	 禁止随意更换座椅套。否则，会损坏通
风座椅系统。

•	 当通风座椅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时，关闭
发动机后重新起动。如果通风座椅系统
仍然不能正常运行，我们建议您将此系
统有关的所有检查、维修和更换工作交
由现代汽车授权经销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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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说明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带，也说明
了使用安全带时严禁执行的一些操作。

安全带安全注意事项
驾驶车辆前，驾驶员一定要佩戴好安全
带，并确定所有乘员都佩戴好安全带。气
囊的设计是作为辅助安全带起保护作用的
辅助装置，而不是替代安全带的保护装
置。大多数国家要求所有车辆乘员都必须
佩戴好安全带。

 警告
车辆行驶时，所有乘员必须佩戴好安全
带。使用安全带时，请遵守下列安全注意
事项：
•	 13岁以下的儿童必须乘坐在后座椅上，

并接受保护装置的正确保护。
•	 除非停用副驾驶正面气囊，否则禁止儿

童乘坐在副驾驶座椅上。如果儿童必须
乘坐在副驾驶座椅上，将副驾驶座椅移
动到最后位置，并将儿童正确约束在座
椅上。

•	 禁止将婴幼儿或儿童抱坐在乘员膝盖
上。

•	 车辆行驶期间，禁止坐在座椅靠背倾斜
的座椅上。

•	 禁止2人或以上儿童共享座椅或安全
带。

•	 禁止将肩部安全带束带佩戴在胳膊下方
或置于身后。

•	 必须正确佩戴肩部安全带和胯部安全带
部分。

•	 禁止用安全带固定易碎物品。如果紧急
制动或受到冲击，安全带会损坏物品。

•	 禁止使用扭曲的安全带。安全带束带扭
曲时，一旦发生事故，不能正常保护乘
员。

•	 安全带束带或部件损坏时，禁止使用安
全带。

•	 禁止将安全带卡扣扣入其它扣环内。
•	 驾驶车辆时，不要解开安全带。否则会

造成车辆失控，而引发事故。
•	 确定扣环内没有干扰安全带锁止机构的

杂物，因为扣环内的杂物会导致不能牢
固扣紧安全带。

•	 禁止私自改装或加装任何安全带系统。
否则，可能导致安全带调整机构不能正
确消除松弛部分，或者阻碍消除安全带
松弛的调整操作。

 警告
安全带损坏和安全带总成不能正常工作
时，必须更换损坏的部件：
•	 安全带束带磨损、污染或损坏时。
•	 零部件损坏。
•	 如果在佩戴好安全带的状态，车辆发生

了事故，即使安全带总成无明显损坏也
要更换。

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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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带警告灯
驾驶席安全带警告灯

�� 仪表盘

B0059KO02

驾驶席安全带警告灯作为提示驾驶员的装
置，每次将点火开关或发动机起动/停止
按钮转至[ON]位置时，无论是否佩戴安全
带，安全带警告灯都亮约6秒钟。
如果驾驶席安全带在将点火开关或发动
机起动/停止按钮转至[ON]位置时没有佩
戴，或者将点火开关或发动机起动/停止
按钮转至[ON]位置后解开，驾驶席安全
带警告灯保持亮，直至佩戴好驾驶席安全
带。
如果在没有佩戴驾驶席安全带的状态驾车
起步行驶，或者在车速20km/h以下时解
开驾驶席安全带，驾驶席安全带警告灯保
持亮，直至佩戴好驾驶席安全带。
如果在没有佩戴驾驶席安全带的状态车辆
持续行驶，或者在车速20km/h以上时解
开驾驶席安全带，驾驶席安全带警报声响
约100秒钟，并且驾驶席安全带警告灯持
续闪烁。

助手席安全带警告灯(如有配备)
助手席安全带警告灯作为提示助手席乘员
的装置，每次将点火开关或发动机起动/
停止按钮转至[ON]位置时，无论是否佩戴
好安全带，助手席安全带警告灯都亮约6
秒钟。
如果助手席安全带在将点火开关或发动
机起动/停止按钮转至[ON]位置时没有佩
戴，或者将点火开关或发动机起动/停止
按钮转至[ON]位置后解开，助手席安全
带警告灯保持亮，直至佩戴好助手席安全
带。	
如果在没有佩戴助手席安全带的状态车辆
开始行驶，或者在车速20km/h以下时解
开助手席安全带，助手席安全带警告灯保
持亮，直至佩戴好助手席安全带。
如果在没有佩戴助手席安全带的状态车辆
持续行驶，或者在车速20km/h以上时解
开助手席安全带，助手席安全带警报声响
约100秒钟，并且助手席安全带警告灯持
续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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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助手席乘员的乘坐位置不当会严重影响助
手席安全带警告系统的运行。驾驶员按
照本车主手册(使用说明书)中的适当就坐
指令指导乘员正确坐在坐位上是非常重要
的。

 信息
•	 即使助手席座椅上没有乘员乘坐，助手

席安全带警告灯会仍然闪烁或亮约6秒
钟。

•	 在助手席座椅上放置行李物品时，助手
席安全带警告系统会工作。

安全带乘员保护系统

 警告
如果安全带的位置不良，会增大发生事故
时乘员受到严重伤害的危险性。调整安全
带时，请遵守下列安全注意事项：
•	 佩戴胯部安全带时，尽量降低绕过臀

部，而不是腰部，确保胯部安全带舒
适。

•	 将一只胳膊置于肩部安全带的下方，而
将另一只胳膊置于肩部安全带的上方。

•	 一定要将肩部安全带固定锚锁定在适当
高度位置。

•	 禁止肩部安全带绕过您的颈部或脸部。

配备紧急锁止卷带器的3点式安全带

B0059KO05

佩戴好安全带：
从卷带器中拉出安全带，并将金属卡扣
()插入至扣环()内。当发出一声“咔嗒”
声响时，表示卡扣锁入到扣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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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59KO06

应将胯部安全带部分绕过您的臀部，将肩
部安全带部分绕过您的胸部。
用手调整胯部安全带位置后，安全带自动
调整至正确长度，从而能适贴地围绕在您
的臀部周围。如果您缓慢轻松前倾，安全
带会伸长使您能活动。
如果紧急制动或受到冲击，安全带会锁
定。如果您前倾得太快，安全带也会锁
定。

 信息
如果不能从卷带器中平滑拉出安全带，稳
固拉出安全带并释放。释放后，可以平滑
拉出安全带。

高度调整
您可以将肩部安全带固定锚的高度调整到
4个位置之一，以获得最佳舒适性和保护
作用。
应调整肩部安全带到绕过您的胸部，并且
中途绕过您靠近车门的肩部，而不是颈
部。

B0059KO07

要调整安全带上部固定锚的高度，降低或
升高高度调整器至适当位置。
要升高高度调整器，向上推动高度调整器
( )至适当位置。要降低高度调整器，按
住高度调整器锁止按钮( )，并向下拉下
高度调整器()至适当位置。
释放高度调整器锁止按钮时高度调整器锁
定。试着向下拉下高度调整器，确认安全
带上部固定锚牢固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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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59KO11

解开安全带：
按下扣环上的锁止释放按钮()。
安全带卡扣弹出解开安全带。当安全带解
开时，卷带器自动收回松弛的安全带束
带。如果安全带束带没有自动收回至卷带
器内，请检查安全带束带是否打结，并理
顺安全带束带，之后卷带器会自动收回。

2排中央座椅安全带(后中央座椅3-点
式安全带)

B0059KO12

1. 取出存放在座椅的座垫与靠背之间的扣
环(Ⓑ)。

2. 将卡扣(Ⓐ)插入至扣环(Ⓑ)内，直至发出
一声“咔嗒”声。
拉动安全带束带确认安全锁止。后中央
座椅安全带必须使用有“CENTER”标记
的扣环。

3. 解开2排中央座椅安全带后，将安全带
扣环重新放回至座椅的座垫与靠背之间
存放位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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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座椅安全带存放 

B0059KO15

B0059KO16

B0059KO17

A ：2排座椅(7座)， B ：3排座椅

•	 后排座椅安全带不使用时，可以将扣环
放回至后排座椅的座垫与靠背之间存放
位置内。

•	 将安全带束带穿过后座椅安全带导环，
以免安全带束带卡在座椅后部或底部。	
插入安全带束带后，上拉安全带束带使
其绷紧。

注意
使用安全带时，将安全带束带从导环中取
出。 
如果安全带束带穿过导环的状态拉动安全
带束带，会导致安全带导环、安全带束带
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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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带拉紧器

B0060KO01

您车辆配备了驾驶席和助手席安全带拉紧
器。配备此拉紧器的目的是，为了在发生
一定程度的正面或侧面碰撞事故时确保安
全带紧固乘员的身体。当发生正面或侧面
碰撞事故，其严重性达到一定程度时，安
全带拉紧器会与气囊一起启动工作。
如果车辆紧急制动或乘员身体快速前倾，
安全带卷带器会锁定。
在一定程度的正面碰撞中，安全带拉紧器
启动，拉动安全带紧固乘员的身体。
如果拉紧器系统启动时，系统检测到驾驶
席或助手席安全带张力过大，卷带器拉紧
器内的负荷限制器释放受影响安全带上的
一些压力。

 警告
当安全带拉紧器系统存在故障时，在事故
中无法提供保护。请遵守下列安全注意事
项： 
•	 始终正确坐在座位上并佩戴好安全带。
•	 禁止使用松动或扭曲的安全带。安全带

束带松动或扭曲时，一旦发生事故，不
能正常保护乘员。

•	 禁止在扣环附近放置物品。否则，会给
扣环的操作带来不利影响，可能导致扣
环不能正常固定安全带。

•	 安全带拉紧器启动或发生意外事故后，
一定要更换安全带拉紧器。

•	 禁止私自检查、维修或更换安全带拉紧
器。我们建议您将安全带拉紧器有关的
所有检查、维修和更换工作交由现代汽
车授权经销商进行。

•	 禁止敲击安全带总成。

 警告
车辆发生碰撞启动安全带拉紧器后，安全
带拉紧器部件的温度很高。因此，安全带
拉紧器总成启动后的几分钟内，不要碰触
安全带拉紧器部件，以防烫伤。 



3-41

03

注意
如果修理车辆前端区域车身，可能会导致
安全带拉紧器系统损坏。因此，我们建议
您将车身修理有关的所有工作交由现代汽
车授权经销商进行。 

安全带拉紧器系统主要包括以下部件，它
们的位置如图所示：

B0702EU01 

：辅助保护系统气囊警告灯
：卷带器拉紧器
：辅助保护系统控制模块

参考
因为启动辅助保护控制模块的传感器与安
全带拉紧器系统相连接，所以将点火开
关或发动机起动/停止按钮转至[ON]位置
时，仪表盘上的辅助保护系统气囊警告灯
亮约3~6秒钟，然后熄灭。
如果安全带拉紧器不能正常工作，即使辅
助保护气囊系统没有故障，辅助保护系统
气囊警告灯也会保持亮。如果辅助保护系
统气囊警告灯不亮、或者持续亮、或者在
车辆行驶中亮，我们建议您将安全带拉紧
器系统/辅助保护系统控制模块有关的所
有检查、维修和更换工作交由现代汽车授
权经销商进行。 

 信息
•	 驾驶席和助手席安全带拉紧器会在一定

的正面碰撞、侧面碰撞或翻车事故中启
动。

•	 安全带拉紧器启动时，会发出很大的响
声，而且在车内看到烟雾、灰尘。这些
烟雾、灰尘是正常操作产生的，并无危
险。

•	 尽管这些烟雾、灰尘无毒，但如果长
时间接触可能会引起皮肤过敏和呼吸不
适。因此，一旦发生事故而安全带拉紧
器启动，立即彻底清洗所有暴露在外的
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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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带附加安全注意事项
怀孕期间使用安全带
孕妇一定要使用安全带。保护腹中胎儿的
最佳方法是，始终佩戴好安全带，以此保
护自己和胎儿。
孕妇应始终佩戴肩部-胯部安全带。肩部
安全带要绕过您的胸部，定位在您的乳房
之间，并远离您的颈部。将胯部安全带置
于您的腹部下方，使其能适贴地绕过您的
臀部和盆骨，位于腹部圆形部位下方。

 警告
•	 孕妇的腹部在紧急制动或发生事故时更

容易受到撞击。如果您在怀孕期间乘车
时发生交通事故，请立即就医。  

•	 为避免事故中未出生胎儿受到严重或致
命伤害的危险，禁止孕妇将安全带的胯
部安全带部分绕过腹中胎儿所在的腹部
或其上方。 

儿童使用安全带
婴幼儿和较小儿童
大多数国家制定了儿童保护座椅法规，要
求儿童应乘坐在包括儿童增高垫在内的批
准儿童保护座椅装置中。不同国家对可使
用安全带替代儿童保护座椅的儿童年龄有
不同规定。因此您必须了解国家专门规
定，及您驾车所在国家专门规定，必须在
车辆后座椅上正确放置和安装婴幼儿和儿
童保护座椅。
详细信息请参考本章的“儿童保护系统”部
分。

 警告
一定要使用适合儿童身高和体重的儿童保
护座椅，从而能正确保护婴幼儿和小儿
童。
为避免儿童和乘员受到严重或致命伤害，
车辆行驶期间禁止将儿童抱坐在膝盖上或
臂弯里。否则，事故中产生的猛烈冲击力
会使儿童脱离您的怀抱，撞击在内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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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在后座椅上接受符合国家安全标准规
定的儿童保护座椅正确保护的较小儿童能
在事故中受到最佳保护，避免受到伤害。
购买儿童保护座椅前，确定要购买的儿童
保护座椅有证明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标
签。
儿童保护座椅必须适合儿童的身高和体
重。检查儿童保护座椅标签中的相关信
息，以及参考本章的“儿童保护系统”部
分。

较大儿童的保护
如果儿童小于13岁并且已大到无法使用儿
童增高垫，就应该始终乘坐在后座椅上，
并使用有效的胯部/肩部安全带。安全带
应横跨过大腿上部并适贴地绕过肩部和胸
部，安全保护儿童。要经常检查安全带束
带的定位状态，因儿童经常晃动使安全带
束带偏离正确位置。如果儿童接受后座椅
上正确儿童保护座椅的保护，则能在事故
中给儿童提供最佳安全保护。	
如果较大儿童(大于13岁)必须乘坐在前座
椅上，则这些儿童必须接受有效胯部/肩
部安全带的正确保护，并把座椅移动至最
后位置。如果肩部安全带部分轻微接触儿
童的颈部或脸部，可试着将儿童移向车辆
中央。如果肩部安全带还接触到儿童的脸
部或颈部，就必须坐在后座椅上安装的适
当增高垫上。

 警告
•	 一定要确定较大儿童能正常佩戴安全带

并能正常进行调整。
•	 禁止肩部安全带接触儿童的颈部或脸

部。
•	 禁止2人或以上儿童共用一条安全带。

转送伤员 
转送伤员时应使用安全带。具体事宜谨遵
医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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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条安全带
禁止两人(包括儿童)共用一条安全带，否
则在发生意外时会增大受伤严重性。

禁止躺卧
车辆行驶时，坐在靠背倾斜的座椅上很危
险。即使佩戴好安全带，如果座椅靠背处
于倾斜状态，极大地降低保护系统(安全
带和气囊)的乘员保护作用。
安全带必须舒适绕在臀部和胸部以便提供
正确的保护。	
如果乘员躺卧，因为坐姿不当，一旦车辆
发生事故，乘员会被抛起撞在安全带束带
上，导致颈部伤害或其它伤害。
座椅靠背越倾斜，乘员臀部从胯部安全带
束带下方滑出或乘员颈部撞在肩部安全带
束带上的几率就越大。

 警告
•	 车辆行驶时，禁止坐在座椅靠背倾斜的

座椅上。
•	 如果坐在靠背倾斜的座椅上，会增大碰

撞事故或紧急制动中乘员受到严重或致
命伤害的几率。

•	 驾驶员和乘员必须始终紧靠在座椅靠背
上乘坐，保持座椅靠背处于直立状态，
并正确佩戴好安全带。 

保护安全带
禁止分解或改装安全带系统。另外，确定
安全带束带及安全带硬件没有被座椅铰
链、车门或其它异常操作损坏。

定期检查
定期检查所有安全带束带的磨损状态和安
全带系统硬件的工作状态。如果发现任何
故障，我们建议您立即将安全带有关的所
有检查、维修和更换工作交由现代汽车授
权经销商进行。

保持安全带清洁干燥
安全带束带要保持清洁干燥。如果安全带
束带脏污，请使用温和肥皂溶液和温水进
行清洁。禁止使用漂白粉、染剂、强性洗
涤剂或磨料等，因为这些物质会导致安全
带束带的纤维受损和强度变弱。

更换安全带时
如果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应更换整体安
全带总成或组件。即使没有发现视觉可见
的损坏，也要进行更换。我们建议您将安
全带有关的所有检查、维修和更换工作交
由现代汽车授权经销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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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儿童应始终乘坐在后座椅
上

 警告
一定要正确保护车辆内的儿童，所有年龄
段的儿童乘坐在后座椅上接受保护时安全
性都较高。除非禁用助手席正面气囊，否
则禁止在助手席座椅上安装脸朝后儿童保
护座椅。

不满13岁的儿童乘坐车辆时，必须乘坐在
后座椅上，并且必须正确启用保护装置，
这可以最小化在事故、紧急制动或突然移
动中受伤的几率。
根据事故统计，在正确启用保护装置的前
提下，让儿童乘坐在后座椅上会比乘坐在
前座椅上能受到更好的保护。大到不能使
用儿童保护座椅的儿童必须使用提供的安
全带。
大多数国家制定了儿童保护座椅法规，要
求儿童应乘坐在批准的儿童保护座椅中。
不同国家对可使用安全带替代儿童保护座
椅的儿童年龄或身高/体重限制有不同的
法律规定，所以您应了解您国家的专门规
定，以及您驾驶车辆所在国家的专门规
定。

必须在车辆座椅上正确安装儿童保护座
椅，必须使用符合国家规定商售儿童保护
座椅。

儿童保护座椅(CRS)
婴幼儿和较小儿童必须接受适当脸朝后或
脸朝前儿童保护座椅的保护，这些儿童保
护座椅必须适当牢固固定在车辆座椅上。
仔细阅读并遵守儿童保护座椅制造商提供
的儿童保护座椅安装和使用说明。

 警告
•	 严格遵守儿童保护座椅制造商的儿童保

护座椅安装和使用说明。
•	 一定要使儿童接受儿童保护座椅的适当

保护。
•	 禁止使用“挂”在座椅靠背上的婴幼儿携

带装置或儿童保护座椅，因为在事故中
这些装置不能提供足够的安全保护。

•	 车 辆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后 ， 我 们 建 议 您
将 儿 童 保 护 座 椅 ( C R S ) 、 座 椅 安 全
带、ISOFIX固定锚和顶部栓带固定锚
有关的所有检查、维修和更换工作交由
现代汽车授权经销商进行。

儿童保护系统(C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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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购儿童保护座椅(CRS)
为您的孩子选购儿童保护座椅时，一定要
遵守下列事项：
•	 确定要购买的儿童保护座椅有证明符合

国家安全标准的标签。
仅能使用符合ECE-R44或ECE-R129法
规规定的儿童保护座椅。

•	 选择符合您孩子身高和体重的儿童保护
座椅，能在儿童保护座椅标签或说明书
中找到此类信息。

•	 选择适合车辆座位(适合儿童保护座椅
安装的位置)的儿童保护座椅。

•	 仔细阅读并遵守儿童保护座椅制造商提
供的儿童保护座椅安装和使用说明，以
及所有安全注意事项。

儿童保护座椅类型
儿童保护座椅主要有三种类型：脸朝后儿
童保护座椅、脸朝前儿童保护座椅和增高
垫。
这些类型均根据儿童的年龄、身高和体重
进行分类。

B0065KO01

脸朝后儿童保护座椅
脸朝后儿童保护座椅的靠背始终约束婴幼
儿的背部来提供保护。儿童保护座椅的
护带系统将儿童牢固固定在儿童保护座椅
内，当发生碰撞事故时，一直保持婴幼儿
处于儿童保护座椅的保护中，以此降低作
用在婴幼儿脆弱的颈部和脊椎上的作用
力。
所有不满1岁的婴幼儿都必须乘坐在脸朝
后儿童保护座椅中。脸朝后儿童保护座椅
有不同类型：婴幼儿专用儿童保护座椅，
仅能使用脸朝后儿童保护座椅；可变换3
合1儿童保护座椅，通常在脸朝后位置上
有身高和体重限制，以此允许驾驶员长期
保持孩子在脸朝后乘坐状态。
只要儿童符合儿童保护座椅制造商规定的
身高和体重限制范围，就应一直使用脸朝
后儿童保护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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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65KO02

脸朝前的儿童保护座椅
脸朝前儿童保护座椅使用背带保护儿童的
身体。使用背带保持儿童处于脸朝前儿童
保护座椅上，直到儿童达到儿童保护座椅
制造商规定的最高身高或体重限制为止。
一旦儿童大到不能使用脸朝前儿童保护座
椅时，应为您的孩子准备增高垫。

增高垫
增高垫是设计来提高车辆安全带系统佩戴
合适度的保护系统。利用增高垫能将安全
带佩戴在适当位置，以便安全带正确佩戴
在孩子身体的较强壮部位上。您的孩子应
一直使用增高垫，直至孩子大到不用增高
垫也能接受安全带的正确保护。
为了能正确佩戴安全带，必须使胯部安全
带适贴绕过大腿上部，而不是腹部。肩部
安全带应适贴绕过肩部和胸部，而不是绕
过颈部或脸部。不满13岁的儿童乘坐时，
必须正确启用保护装置，这可以最小化在
事故、紧急制动或车辆突然移动中受伤害
的几率。



座椅&安全系统

3-48

安装儿童保护座椅(CRS)

 警告
安装儿童保护座椅前：
一定要仔细阅读并遵守儿童保护座椅制造
商提供的安装和使用说明。
如果不遵守安全警告和使用说明，发生事
故时，会导致严重或致命人身伤害。

 警告
如果座椅头枕妨碍儿童保护座椅(CRS)的
正确安装，应调整影响头枕的位置，或者
完全拆除头枕。

选择适合您孩子的儿童保护座椅，并确认
儿童保护座椅能正常装配在车辆的座位
上，然后按照下述的3个基本步骤安装儿
童保护座椅和将儿童安置在儿童保护座椅
内：
•	 将儿童保护座椅正确固定在车辆上。 

必须使用胯部安全带，或者胯部/肩
部安全带的胯部安全带部分，或使用
ISOFIX顶带固定锚和/或ISOFIX固定锚
和/或腿撑，牢固固定所有儿童保护座
椅。

•	 确 定 牢 固 固 定 儿 童 保 护 座 椅 。在车
辆上安装儿童保护座椅后，试着向
前/后/左/右推动儿童保护座椅，加以
确认儿童保护座椅牢固固定在车辆座椅
上。如果使用安全带固定儿童保护座
椅，应尽可能拉紧安全带束带进行固
定，但左右方向会稍微移动。
安装儿童保护座椅时，调整车辆座椅和
靠背(上、下、前、后)，使儿童能以舒
适方式使用儿童保护座椅。

•	 将儿童牢固在儿童保护座椅内。遵守儿
童保护座椅制造商的使用说明，使用儿
童保护座椅上的护带将儿童牢固固定在
儿童保护座椅内。

注意
密闭车辆内的儿童保护座椅(CRS)会变得
非常热。为了避免灼伤，将儿童放入儿童
保护座椅前，检查就坐表面、金属件的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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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儿童保护的ISOFIX固定锚栓和顶
部栓带固定锚(ISOFIX固定锚系统)
ISOFIX系统在车辆行驶期间和发生事故
时，牢固固定儿童保护座椅。此系统使儿
童保护座椅的安装更容易，并降低儿童保
护座椅的安装不良可能性。ISOFIX系统使
用车辆上的固定锚和儿童保护座椅上的固
定器进行连接，ISOFIX系统消除了使用安
全带将儿童保护座椅固定在后座椅上的需
要。
ISOFIX固定锚是在车辆上装配的金属棒
环。在每个ISOFIX座位上分别装配有2个
下部固定锚，并在儿童保护座椅上提供下
部固定器。
要在您车辆上使用ISOFIX系统，您必须选
用配备ISOFIX固定器的儿童保护座椅。
儿童保护座椅制造商提供了ISOFIX固定锚
和儿童保护座椅固定器相连的方法。

B0065KO09

在后座椅的左/右外侧就坐位置上提供了
ISOFIX固定锚，它们的位置如图所示。

 警告
不要试图在后中央座椅上使用ISOFIX固定
锚安装儿童保护座椅，没有为此座位提供
ISOFIX固定锚。如果使用外侧座椅固定锚
在后中央座椅上安装儿童保护座椅，会损
坏ISOFIX固定锚。

B0065KO10

[A]：ISOFIX固定锚位置指示器
(类型[A]- ，类型[B]- 	)，

[B]：ISOFIX固定锚

ISOFIX固定锚位于后左侧/后右侧座椅的
座椅靠背与座垫之间，通过符号指示。

使用“ISOFIX固定锚系统”紧固儿童保
护座椅
执行下列操作，在后左侧/后右侧座椅上
安装i-Size或ISOFIX-兼容儿童保护座椅：
1. 将安全带扣环放置在远离ISOFIX固定锚

的位置。
2. 清除在儿童保护座椅与ISOFIX固定锚之

间妨碍牢固连接的其它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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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儿童保护座椅置于车辆座椅上，并根
据儿童保护座椅制造商提供的说明，将
儿童保护座椅连接到ISOFIX固定锚上。

4. 遵守儿童保护座椅制造商的儿童保护座
椅上ISOFIX固定器到ISOFIX固定锚的正
确安装和连接说明。

 警告
使用ISOFIX系统时，请遵守下列安全注意
事项：
•	 仔细阅读并遵守随儿童保护座椅一起提

供的所有安装说明。
•	 必须扣好所有不使用的车辆后座椅安全

带，并完全收回儿童保护座椅后方的安
全带束带，以防儿童碰触或抓握玩耍未
收回的安全带。如果肩部安全带缠绕在
儿童的颈部周围，并且安全带变紧，会
导致儿童窒息。

•	 禁止在一个固定锚上装配两个儿童保护
座椅。否则，会导致固定锚或固定器松
动或破裂。

•	 发生事故后，我们建议您一定要请现
代汽车授权经销商检查ISOFIX系统。
因 为 事 故 会 损 坏 I S O F I X 系 统 ， 导 致
ISOFIX系统不能牢固固定儿童保护座
椅。

使用“顶部栓带固定锚”系统紧固儿童
保护座椅 

�� 2排座椅

B0065KO07

�� 3排座椅

B0065CN01

儿童保护座椅顶部栓带固定锚位于后排座
椅靠背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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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65KO08

1. 将儿童保护座椅顶部栓带置于座椅靠背
的顶部。请遵守儿童保护座椅制造商的
说明放置顶部栓带。

2. 连接顶部栓带到顶部栓带固定锚，根据
您的儿童保护座椅制造商说明紧固顶部
栓带，将儿童保护座椅牢固固定到座椅
上。

 警告
连接顶部栓带时，请遵守下列安全注意事
项：
•	 仔细阅读并遵守随儿童保护座椅提供的

所有安装和使用说明。
•	 禁止在一个ISOFIX顶部栓带固定锚上

装配两个或以上的儿童保护座椅。否
则，会导致固定锚松动或破裂。

•	 禁止将顶部栓带挂在正确顶部栓带固定
锚以外的其它部件上，否侧不能正确稳
固儿童保护座椅。

•	 儿童保护座椅固定锚设计为仅经得起正
确装配的儿童保护座椅施加的载荷。
不要将其用于成人安全带或背带的固定
方面，也不要用来在车辆上固定任何物
品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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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UN)法规，安全带&ISOFIX固定型儿童保护座椅(CRS)对车辆
各座位的适用性
(车辆用户与儿童保护座椅制造商使用的信息)
•	 是：适用于指定儿童保护座椅(CRS)分类的装配。	
•	 否：不适用于指定儿童保护座椅(CRS)分类的装配。
•	 “-”：不可用，F：脸朝前，R：脸朝后
•	 此表格以左舵型车辆为基准。除了助手席座椅外，此表格对右舵型车辆也有效。

有关右舵型车辆的助手席座椅信息，请参考编号为2号的座位信息。
•	 6-座型车辆，4号座位不可用。

儿童保护座椅(CRS)分类
座位

1 2 3 4 5 6 7

通用安全带固定型CRS - 是1) 
F、R

是	
(F、R)

是	
(F、R)

是	
(F、R) 无 -

i-size	CRS ISOFIX	CRF：
F2，F2X，R1，R2 - - 否 - 否 否 -

新生儿睡篮
(ISOFIX横向CRS)

ISOFIX	CRF：
L1，L2 - - 否 - 否 否 -

ISOFIX婴幼儿*CRS
(*：ISOFIX婴儿CRS) ISOFIX	CRF：R1 - - 是	

(R) - 是	
(R)

是2) 
(R) -

ISOFIX幼童CRS–小
尺寸

ISOFIX	CRF：
F2，F2X，R2

，R2X
- - 是	

(F、R) - 是	
(F、R)

是2) 
(F、R) -

ISOFIX幼童CRS–大
尺寸*	
(*：非儿童增高垫)

ISOFIX	CRF：
F3，R3 - - 是	

(F、R) - 是	
(F、R)

是2) 
(F、R) -

增高垫-缩减宽度 ISO	CRF：B2 - - 是2) - 是2) 是2) -

增高垫-全部宽度 ISO	CRF：B3 - - 是2) - 是2) 是2) -

参考1)：必须将座垫支撑调整至最高位置。
参考2)：如果头枕妨碍儿童保护座椅的牢固安装，应拆卸头枕。

 Ã 除非禁用助手席正面气囊，否则禁止在助手席座椅上安装脸朝后儿童保护座椅。
 Ã 在3排座椅上安装的儿童保护座椅不稳定时，建议将2排座椅向前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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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编号 车内位置 座位

1 前左

B0702CN01

2 前右

3 2排左侧

4 2排中央

5 2排右侧

6 3排左侧

7 3排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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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胯/肩部安全带牢固安装儿童保
护座椅
不使用ISOFIX系统时，所有儿童保护座椅
都必须使用胯/肩部安全带的胯部安全带
部分牢固固定在车辆的后座椅上。

B0065KO08

使用胯/肩部安全带安装儿童保护座椅
执行下列操作，在后座椅上安装儿童保护
座椅：
1. 把儿童保护座椅放置在后座椅上，并

按照儿童保护座椅制造商的说明，使胯
部/肩部安全带环绕或穿过儿童保护座
椅。确认安全带束带没有扭结。

B0065KO03

2. 把胯/肩部安全带卡扣卡入到扣环内，
直至听到“咔嗒”声。

 信息
必须正确定位扣环释放按钮，以便在紧急
情况下迅速操作。



03

3-55

B0065KO06

3. 向下按动儿童保护座椅，将肩部安全带
束带的松弛部分收回到卷带器内，尽量
紧地收回安全带束带，以此完全消除松
弛部分。

4. 推拉儿童保护座椅，确认安全带牢固固
定儿童保护座椅。

如果儿童保护座椅制造商建议使用顶部栓
带和胯部/肩部安全带配合使用，请参考
3-50页的内容。
要拆卸儿童保护座椅，按下扣环上的释
放按钮，拉出固定儿童保护座椅的胯部/
肩部安全带束带，并使安全带束带完全收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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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席正面气囊
助手席正面气囊
侧气囊(前)

侧气囊(2排)
侧气帘(如有配备)
驾驶席膝盖气囊(如有配备)

实际车辆内的气囊配置可能与图示不同。

A0066CN01

气囊-辅助保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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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车辆在驾驶位和副驾驶位上配备了辅助保护气囊系统。
正面气囊的设计为辅助三点式安全带起保护作用。要使这些气囊正确提供保护作用，在
车辆行驶期间必须佩戴好安全带。
如果没有佩戴安全带，会在发生事故时导致严重或致命人身伤害。气囊只是辅助安全带
的装置，不能取代安全带的作用。气囊也不是在所有的碰撞中都展开，在某些事故中，
只有安全带能保护您。

 警告
气囊安全注意事项
每次旅程、每个时间、每个人都必须佩戴好安全带，安装好儿童保护座椅。即使配备气
囊，如果您在气囊展开时没有正确佩戴安全带或根本没有佩戴安全带，仍会导致严重或
致命人身伤害。
除非停用正面气囊，禁止在前座椅上安装儿童保护座椅或增高垫来安置婴幼儿或儿童。
否则，气囊展开时会强力撞击婴幼儿或儿童，导致严重或致命人身伤害。
未满13岁的儿童必须乘坐在后座椅上。对任何年龄段的儿童而言，后座位是最安全的就
坐位置。如果13岁或以上的儿童必须乘坐在前座椅上，必须接受安全带的正确保护，并
将前座椅尽量向后移动远离正面气囊的展开范围。
所有乘员必须乘坐在靠背直立的座椅上，并且坐在座垫中央、紧靠靠背保持直立坐姿，
佩戴好安全带，舒适伸展腿部，脚踏在底板上，直至车辆停车和关闭车辆电源。如果乘
员在车辆碰撞中脱离正确位置，猛然展开的气囊会强力撞击乘员，导致严重或致命人身
伤害。
您和乘员必须避开气囊展开范围就坐，不要倚靠在接近气囊的位置，也不要倚靠在车门
或底板控制台上。
将您的座椅尽量向后移动到既能远离正面气囊展开范围，但仍能保持正常车辆操控的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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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囊在哪里?

驾驶席和助手席正面气囊

B0071KO01

B0071KO02

B0072KO01

A ：驾驶席正面气囊，	
B ：驾驶席膝盖气囊(如有配备)，
C ：助手席正面气囊

您的车辆在驾驶席和助手席就座位置配备
了高级辅助保护系统(SRS)和胯部/肩部安
全带。

辅助保护系统(SRS)包括安装在方向盘中
央的驾驶席正面气囊总成、安装在转向柱
下方下仪表板内的驾驶席膝盖气囊总成、
安装在助手席前手套箱上方仪表板内的助
手席正面气囊总成。
在气囊安装部位的装饰盖上压印了“AIR	
BAG”字母标签。
安装辅助保护系统(SRS)的目的是，为了
在发生严重性达到一定程度的正面碰撞时
给驾驶员和助手席乘员提供安全带系统以
外的辅助安全保护。
辅助保护系统(SRS)利用各种传感器收集
驾驶席/助手席安全带佩戴状态信息和碰
撞能量信息。
安全带扣环传感器检测驾驶席和助手席乘
员是否佩戴了安全带。此传感器向辅助保
护系统(SRS)提供根据安全带的佩戴与否
和碰撞能量判定是否展开气囊的能力。
高级辅助保护系统(SRS)是2级气囊展开控
制系统。1级气囊是在发生中等级别碰撞
事故时使用，而2级气囊是在发生严重碰
撞事故时使用。
根据碰撞严重程度和安全带佩戴与否的状
态信息，辅助保护系统控制模块(SRSCM)
判定何时展开和是否展开气囊。没有正确
佩戴安全带会极大地增大在事故中受到严
重或致命伤害的几率。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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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为了避免正面气囊展开导致严重或致命人
身伤害的危险性，请遵守下列安全注意事
项：
•	 必须始终佩戴好安全带，以帮助乘员保

持正确的就坐状态。
•	 将您的座椅尽量向后移动到既能远离正

面气囊展开范围，但仍能保持正常车辆
操控的位置。

•	 不要倚靠在车门或中央控制台上。
•	 助手席乘员不要将腿翘起放在仪表板

上。
•	 禁止在接近气囊装配位置的方向盘、仪

表板、挡风玻璃和助手席前仪表板附近
附加或粘贴任何物品(仪表板罩、手机
架、杯架、空气芳香剂、贴纸等)。当
车辆发生严重碰撞、气囊展开时，这些
物品会被展开的气囊撞飞，导致严重或
致命人身伤害。

•	 禁止在前挡风玻璃和车内后视镜上附加
或加装任何物品。

侧气囊

B0074EU01 

B0074KO03

车辆的每个前排座椅上都安装了侧气囊。
配备侧气囊的目的是，提供安全带以外的
额外保护。
当车辆发生一定程度的侧面碰撞时，侧气
囊展开，它的展开取决于碰撞严重程度。
如果检测到车辆侧翻或类似于侧翻的状态
时，可能会启动安全带拉紧器和展开两侧
的侧气囊、侧气帘。
侧气囊不是在所有的侧面碰撞或侧翻时展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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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为了避免侧气囊展开导致严重或致命人身
伤害的危险性，请遵守下面的注意事项：
•	 必须始终佩戴好安全带，以帮助乘员保

持正确的就坐状态。
•	 禁止乘员倚靠在车门上或将胳膊伸出车

窗外，也禁止在车门与座椅之间放置任
何物品。

•	 双手在3点钟和9点钟位置从外向内握
住方向盘边缘，以最小化手和胳膊受伤
几率。

•	 不要使用任何附加座套。使用座套会降
低气囊系统的保护作用和阻碍气囊的展
开。

•	 不要挂衣服除外的物品，尤其是坚硬或
易碎物品。否则，发生事故或气囊展开
时，会导致严重或致命人身伤害。

•	 禁止任何物品覆盖气囊装配部位，也禁
止在气囊与您之间放置任何物品，也不
要在气囊展开范围如车门、侧窗玻璃、
前后立柱上附加任何物品。

•	 不要在车门与座椅之间放置任何物品。
否则，这些物品在侧气囊展开时会变成
危险抛射物。

•	 禁止在侧气囊装配位置或附近安装任何
附件。

•	 车辆点火开关或起动/停止按钮在[ON]
或[START]位置时，不要撞击车门，否
则会导致侧气囊展开。  

•	 如果座椅或座椅套损坏，我们建议您将
座椅有关的所有检查、维修和更换工作
交由现代汽车授权经销商进行。 

侧气帘(如有配备)

B0075KO01

B0075EE02

侧气帘位于两侧的前后车门上方车顶侧梁
上。
配备侧气帘的目的是，在发生一定程度的
侧面碰撞时，帮助保护前座乘员和后外侧
座椅乘员的头部。
当车辆发生一定程度的侧面碰撞时，侧气
帘展开，它的展开取决于碰撞严重程度。
如果检测到车辆侧翻或类似于侧翻的状态
时，可能会启动安全带拉紧器和展开两侧
的侧气囊、侧气帘。
侧气帘不是在所有的侧面碰撞或侧翻时展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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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为了避免侧气帘展开导致严重或致命人身
伤害的危险性，请遵守下列安全注意事
项：
•	 必须始终佩戴好安全带，以帮助乘员保

持正确的就坐状态。
•	 适当牢固固定儿童保护座椅，尽量远离

车门。
•	 禁止在气囊装配部位上附着物品，也不

要在气囊展开的周围区域附着物品，如
在车门、侧面门窗玻璃、前后立柱、车
顶边梁上。

•	 不要挂衣服之外的物品，尤其是坚硬或
易碎物品。
否则，发生事故或气囊展开时，导致严
重或致命人身伤害。

•	 禁止乘员倚靠在车门上或将胳膊伸出车
窗外，也禁止在车门与座椅之间放置任
何物品。

•	 严禁私自维修或拆装侧气帘。

气囊系统如何工作? 

A0067CN01

辅助保护系统包含下列部件：
驾驶席正面气囊总成
助手席正面气囊总成
侧气囊总成
侧气帘总成
前卷带拉紧器
气囊警告灯
辅助保护系统控制模块(SRSCM)
正面碰撞传感器
侧面碰撞传感器(加速度式)
驾驶席膝盖气囊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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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火开关或发动机起动/停止按钮在[ON]
位置时，辅助保护系统控制模块(SRSCM)
持续监测所有辅助保护系统部件的状态，
以判定碰撞的严重程度是否需要展开气囊
或启动安全带拉紧器。

辅助保护系统警告灯

仪表盘上的辅助保护系统(SRS)气囊警告
灯显示如图所示气囊符号。系统诊断气囊
电气系统是否存在故障，并通过此警告灯
指示气囊系统存在的潜在故障，包括用于
防翻车的侧气囊和侧气帘系统。

 警告
如果辅助保护系统存在故障，即使发生严
重的碰撞事故气囊也不能正常展开，这会
导致严重或致命人身伤害。
如果出现下列任意条件，说明辅助保护系
统存在故障：
•	 将点火开关或发动机起动/停止按钮转

至[ON]位置时，气囊警告灯没有亮3~6
秒钟。

•	 气囊警告灯在亮3~6秒钟后不熄灭。
•	 气囊警告灯在车辆行驶中亮。
•	 气囊警告灯在发动机运转时闪烁。
如果出现上述任何情况，我们建议您将辅
助保护系统有关的所有检查、维修和更换
工作交由现代汽车授权经销商进行。

当发生严重正面碰撞事故时，正面碰撞传
感器会检测到车辆的高减速度。如果减
速度超过规定值，辅助保护系统控制模块
(SRSCM)在规定时间内以需要的力量展开
正面气囊。
正面气囊设计的目的是，主要在安全带不
能提供足够保护的正面碰撞事故中辅助保
护驾驶员和助手席乘员。需要时，侧气囊
在侧面碰撞事故中展开，保护乘员身体的
侧上部。
•	 气囊系统仅在点火开关或发动机起动/

停止按钮位于[ON]或[START]位置和发
动机关闭后约3分钟内工作(如有必要展
开)。

•	 气囊在一定的正面或侧面碰撞中展开，
以免乘员受到严重或致命人身伤害。

•	 通常，气囊根据碰撞的严重性和方向等
决定是否展开。这两种因素决定传感器
是否发出气囊展开的电子信号。

•	 正面气囊展开时，瞬间完全展开后放
气。在事故中，看不到气囊是如何展开
的，只能在事故后看到从气囊储存位置
伸出和放气的软态气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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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备倾翻传感器的车辆，侧气囊和侧气
帘除在严重侧面碰撞时展开外，还会在
检测到车辆倾翻时也展开。
检测到车辆倾翻时，侧气帘展开后保持
膨胀状态较长时间，这有助于长时间提
供保护，防止乘员被甩出车外，特别是
与安全带配合使用时。

 • 为了提供保护，气囊必须瞬时展开。气
囊在乘员碰撞到车体前的极短时间内在
乘员与车体之间展开，气囊展开速度越
快越能减少乘员受到严重或致命伤害的
危险性。因此，气囊展开瞬时高速是设
计制造气囊系统的必要条件。
但是，气囊高速展开也会造成某些人身
伤害，包括体表擦伤、碰伤或骨折等，
这是因为气囊高度膨胀强力撞击所致。

•	 特定条件下，气囊展开会导致致命伤
害，尤其是驾驶员、副驾驶乘员特别靠
近气囊展开范围时。

您乘坐车辆时必须采用正确的方式，以降
低气囊展开所造成的二次伤害危险性。乘
坐位置越靠近气囊，危险性就越大。气囊
展开需要空间，建议驾驶员在保持正确车
辆操控的条件下尽量向后移动座椅，胸部
与方向盘之间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

 警告
为了避免气囊展开导致严重或致命人身伤
害的危险性，请遵守下列安全注意事项：
•	 禁止在助手席座椅上安装儿童保护座

椅。
始终将不满13岁的儿童安置在后座椅
上。

•	 在保持车辆操控能力的前提下，尽量向
后调整驾驶席和助手席座椅。

•	 双手在3点钟和9点钟的位置从外向内
握住方向盘的边缘。

•	 在驾驶员与气囊之间禁止放置任何物品
或站立人员。

•	 禁止助手席乘员将腿翘起放在仪表板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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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74EE04

[A]：驾驶席正面气囊(1)

当辅助保护系统控制模块(SRSCM)检测到
车辆正面碰撞严重性达到一定程度时，自
动展开正面气囊。

B0074EE05

[B]：驾驶席正面气囊(2)

气囊展开时，装饰盖内侧模压裂缝会在气
囊膨胀压力作用下被撕开，气囊通过撕开
口膨出展开。
完全展开的气囊结合正确佩戴的安全带能
减缓驾驶员或助手席乘员的前冲运动，以
此降低头部和胸部的受伤几率。

B0074EE06

B0074EE07

[C]:驾驶席正面气囊(3)
[D]:助手席正面气囊

气囊完全展开后立即开始放气，使驾驶员
能够维持前方视野，并能执行转向操作或
其它控制。

 警告
为了防止物品在助手席正面气囊展开时变
成危险抛射物：
•	 不要在装配助手席正面气囊的手套箱上

方仪表板顶部附加或粘贴任何物品(如
杯架、空气芳香剂等)。

•	 不要将液态芳香剂放在仪表盘附近或仪
表板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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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囊展开后会出现什么
正面或侧气囊展开后，会迅速放气，以便
气囊展开不阻碍驾驶员透过挡风玻璃的前
方视野，也不阻碍驾驶员的方向盘控制能
力。侧气帘展开后会保持一定时间的膨胀
状态。

 警告
气囊展开后，请遵守下列注意事项：
•	 车辆发生碰撞事故后，在安全情况下立

即打开车门和车窗，以缩短浸在气囊展
开时所释放的烟雾及粉尘中的时间。

•	 气囊展开后，气囊部件的温度会非常
高，因此不要立即触摸气囊储存区部
件。

•	 用清水、温性肥皂彻底清洗所有暴露的
皮肤。

•	 气囊展开后，我们建议您将气囊有关的
所有检查、维修和更换工作交由现代汽
车授权经销商进行。注意，气囊总成只
能使用一次。

气囊展开时的响声和烟雾
气囊展开时，会发出巨大响声，紧接着车
内的空气中会有烟雾及粉尘。这是正常现
象，是由气囊气体发生器引爆所致。气囊
展开后，您可能因为胸部紧贴气囊和安全
带而感觉呼吸不适，更会闻到令人不舒服
的烟雾及粉尘味道。对某些人群，粉尘会
加重哮喘等。如果您在气囊展开后感觉呼
吸困难，请立刻就医。
尽管烟雾、粉尘无毒，但可能会导致皮
肤、眼睛、鼻子、咽喉等的刺激。如果出
现这种情况，立即用清水冲洗，并立即就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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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在助手席座椅上安装儿童保护座
椅

B0078CN02

除非停用助手席正面气囊，否则禁止在助
手席座椅上安装儿童保护座椅。

 警告
禁止在配备正面主动式气囊的座椅上装配
脸朝后儿童保护座椅。否则，会导致儿童
严重或致命人身伤害。

为什么我的气囊在碰撞中没有展
开?
在某些类型的碰撞事故中，即使气囊展开
也无法提供辅助保护，如车辆后部追尾事
故、连环碰撞中的第二次第三次碰撞、低
速碰撞等。车辆损坏仅表示吸收了碰撞能
量，而不是气囊应该展开的指标。

气囊碰撞传感器

 警告
为了避免气囊意外展开导致严重或致命人
身伤害的危险性，请遵守下列安全注意事
项：
•	 禁止敲击或任何物体碰撞装配气囊、碰

撞传感器的部位。
•	 禁止修理碰撞传感器装配部位及其周

围区域。如果碰撞传感器的装配位置、
角度发生改变，气囊在不应该展开时展
开，或在应该展开时不展开。

•	 在保险杠上附加保护装置，或者使用非
现代汽车纯正保险杠，或者使用非等效
品保险杠等，均会严重影响车辆的碰撞
检测功能和气囊展开功能。

•	 为了确保气囊系统正确工作，更换保险
杠时必须使用现代汽车纯正保险杠或您
车辆规定的等效品(与纯正品等效)。

•	 拖车时，将点火开关或发动机起动/停
止按钮转至[OFF]或[ACC]位置，并等
待3分钟，以免气囊意外展开。

•	 我们建议您将辅助保护系统气囊有关的
所有检查、维修和更换工作交由现代汽
车授权经销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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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辅助保护系统控制模块(SRSCM)
B  正面碰撞传感器

C  侧面碰撞传感器(加速度式)
D  侧面碰撞传感器(加速度式)

A0076CN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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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囊展开条件

B0076KO02

正面气囊
正面碰撞时，正面气囊根据正面碰撞的严
重程度决定是否展开。

B0076KO03

B0076EU01 

侧气囊和侧气帘
侧面碰撞传感器检测到碰撞时，侧气囊和
侧气帘根据侧面碰撞的严重程度展开。
尽管驾驶席正面气囊和助手席正面气囊设
计为在车辆受到正面碰撞时展开，但它们
仍会在其它碰撞类型中正面碰撞传感器检
测到一定程度的碰撞能量时展开。侧气囊
和侧气帘设计为在车辆受到侧面碰撞时展
开，但它们也会在其它碰撞中侧面碰撞传
感器检测到一定程度的碰撞能量时展开。
如果车辆的底盘碰刮在道路上的凸起物
上，可能会使气囊展开。因此，在未经人
工精加工的公路、不设计为车辆行驶的地
面上驾驶车辆时请小心，防止气囊意外展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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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囊不展开条件

B0076KO05

在某些低速碰撞中，气囊可能不展开。气
囊设计为在这些情况下不展开，因为在低
速碰撞中，安全带能提供足够的保护，而
即使气囊展开也不能提供额外保护。

B0076KO06

正面气囊设计为在车辆后部发生碰撞时不
展开。因为在车辆后部发生碰撞时，在撞
击惯性力的作用下，乘员的身体会向后移
动，因此即使正面气囊展开也不能提供任
何保护。

B0076KO07

正面气囊设计为在车辆侧面碰撞中不展
开。因为在车辆侧面发生碰撞时，由于撞
击惯性力的作用，乘员的身体会向碰撞方
向移动，因此即使正面气囊展开也无法提
供任何保护。
此时，根据侧面碰撞的严重程度，侧气
囊、侧气帘可能会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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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76KO08

车辆发生成角度的碰撞时，在撞击惯性力
的作用下，乘员的身体会向气囊不能提供
保护的方向移动，因此碰撞传感器可能不
会发出任何气囊展开的信号。

B0076KO09

在发生碰撞的一刹那，驾驶员通常会采取
紧急制动措施。这种紧急制动有效降低车
辆的前部高度，导致车辆的前部“钻撞”在
某个离地间隙较高的车辆底部。气囊在这
种“钻撞”情况中不展开，因为“钻撞”碰撞
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传感器检测到的碰撞
能量。

B0076KO10

正面气囊在侧翻事故中不展开，因为即使
正面气囊展开也无法提供额外保护。

 信息
车辆未配备侧翻传感器
如果车辆配备了侧气囊和/或侧气帘，车
辆因侧面碰撞而侧翻时，侧气囊和/或侧
气帘可能会通过侧面碰撞传感器展开。

B0076KO11

车辆撞在电线杆、树干等物体上时，碰撞
点集中在某个小区域，而且碰撞能量被车
辆的结构吸收，因此气囊可能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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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保护系统的维护
辅助保护系统无需进行维护保养。因此，
您不需要私自维护任何辅助保护系统部
件。如果辅助保护系统气囊警告灯在将点
火开关或发动机起动/停止按钮转至[ON]
位置时不亮，或者气囊警告灯持续亮，我
们建议您立即将辅助保护系统有关的所有
检查、维修和更换工作交由现代汽车授权
经销商进行。
辅助保护系统的不正确维修操作会导致严
重或致命人身伤害。因此，我们建议您将
辅助保护系统有关的拆装、维修、更换工
作和方向盘、助手席前仪表板、前座椅、
车顶侧梁等有关的所有工作交由现代汽车
授权经销商进行。

 警告
为了避免严重或致命人身伤害的危险性，
请遵守下列注意事项：
•	 禁止改装、拆除任何辅助保护系统部

件、电路等，包括在气囊总成盖上附着
任何标签、任何形式的车身结构改造
等。

•	 禁止在装配驾驶席正面气囊的方向盘、
装配助手席正面气囊的手套箱上方仪表
板顶部附加或放置任何物品。

•	 使用沾水柔软布清洁气囊总成盖，不要
使用有机溶剂或清洁剂。有机溶剂或清
洁剂会改变气囊总成盖的性质，从而影
响气囊展开性能。

•	 气囊展开后需要更换时，我们建议您
将辅助保护系统有关的所有检查、维修
和更换工作交由现代汽车授权经销商进
行。

•	 报废车辆或任何气囊系统部件时，请
遵守规定的安全注意事项。我们建议您
将辅助保护系统有关的所有检查、维修
和更换工作交由现代汽车授权经销商进
行。如果不遵守这些安全注意事项，会
导致严重或致命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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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安全注意事项
车辆行驶时乘员不要离开座位。在车辆发
生碰撞事故或紧急制动时，没有佩戴安全
带的乘员可能会被抛掷撞击其他乘员或撞
在车辆内饰上，甚至被甩出车外。
不要在安全带上附加任何附件。在安全带
系统上附加任何宣称能提高乘员舒适性的
附件，或对安全带系统进行任何改变，都
会严重影响安全带的乘员保护作用，这会
增大在碰撞事故中严重人身伤害几率。
不要改装前座椅。如果对前座椅进行改
装，会干扰辅助保护系统检测部件的检测
功能或侧气囊的展开功能。
不要在前座椅下放置物品。在前座椅下放
置物品会干扰辅助保护系统检测部件的检
测功能，而且会损坏气囊系统的线束。
不要碰撞车门。如果在点火开关或发动机
起动/停止按钮位于[ON]或[START]位置时
碰撞车门，可能会导致侧气囊/侧气帘展
开。

配备气囊的车辆附加设备或改装
如果您对车辆进行改装，改变车架、保险
杠、前端模块、侧面金属板等的结构，或
者改变车辆高度，会严重影响气囊系统的
正常工作。

气囊警告标签

B0078KO01

ORG3EV031107CN

为了警告乘员气囊系统的潜在危险性，在
车辆上粘贴有气囊警告标签。一定要仔细
阅读并熟悉本车主手册(使用说明书)内叙
述的车辆气囊系统有关的所有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