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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警告灯的功能在于向靠近、急速
赶上或超越您车辆的其他车辆驾驶员
发出警告信息，以便提高驾驶注意
力。
当车辆需要紧急维修或暂停于路旁时
必须使用此警告灯。

无论点火开关在什么位置，按下危险
警告灯开关时，危险警告灯就会闪
烁。危险警告灯开关在中央仪表板
上。危险警告灯工作时，所有转向信
号灯同时闪烁。
•�不论您的车辆是否处于行驶状态，

此危险警告灯皆能工作。
•�危险警告灯工作时，转向信号灯不

工作。

如果行驶时发动机失速
•�保持直线行驶，逐渐减速。小心驾

驶车辆脱离公路，并停在安全地
区。

•�打开危险警告灯。
•�努力重新起动发动机。如果车辆不

起动，请咨询现代汽车授权经销
商。

在交叉路口或十字路口发动机失
速 
如果在交叉路口或十字路口发动机失
速，按下换档按钮“N(空档)”档，
并把车辆推到安全地方。

危险警告灯 驾驶中出现紧急情况 

OLX206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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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时爆胎 
如果在行车时爆胎：
•�在保持车辆直线前进的情况下，松

开加速踏板，使车辆减速行驶。切
勿即刻使用制动器或试图离开行车
道，这可能导致车辆失控，发生事
故。当车辆速度减慢到可以安全利
用制动器时小心制动并脱离公路。
驱车尽可能远离行车道，将车辆停
放在坚固、平坦的路面上。如果车
辆在分车道上行驶，切勿停放在两
条行车道的中间位置。

•�车辆停车时，按下危险警告灯开关
按钮，按下换档按钮“P(驻车)”
档，啮合驻车制动器，将点火开关
置于OFF位置。

•�让所有乘员离开车辆。并确定乘员
站在远离行车道的一侧。

•�按照本章稍后提供的有关更换爆胎
说明更换爆胎。�

发动机不转动或转动速度较慢 
•�如果是自动变速器车辆，确定换档

按 钮 在 “ N ( 空 档 ) ” 档 或 “ P ( 驻
车)”档。发动机仅在换档按钮位于
“N(空档)”档或“P(驻车)”档时
起动。

•�检查蓄电池的连接状态，确保连接
极柱清洁且牢固。

•�接通内部灯。如果操作起动机时灯
光微暗或熄灭，说明蓄电池亏电。

不能用推或拉车辆的方法来起动发动
机。这会导致车辆损坏。可参照本章 
“跨接起动”说明。

发动机不能起动

通过推拉的方式起动发动机会导致
催化转化器过载，从而损坏废气排
放控制系统。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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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正常转动，但不起动 
•�检查燃油量，根据需要添加燃油。
如果发动机不起动，请联络现代汽车
授权经销商。

跨接起动不当非常危险。为避免人员
受伤或车辆损坏，请务必遵循本章的
跨接起动过程。如果您不确定正确的
接跨接起动方法，务必由专业技术员
或拖吊维修站来跨接起动发动机。

跨接起动 

为防止您或旁人严重受伤或死亡，
在蓄电池周围工作或操作蓄电池时
始终要遵循这些预防措施： 

执行蓄电池方面的操作时
应仔细阅读下面的说明。

戴上护目镜，以防止酸液
飞溅到眼睛。
保持火焰、火花或烟草制
品远离蓄电池。

 警告  

 

氢气是易燃烧性气体，通
常会出现在蓄电池内，如
果点火可能会爆炸。 
禁止儿童接触蓄电池。

蓄电池含有硫酸，硫酸有
高腐蚀性。千万不要让蓄
电 池 酸 液 碰 到 皮 肤 、 眼
睛、衣服。

如果酸液喷溅到眼睛里，应至少用
清水冲洗15分钟，并尽快就医。
如果酸液喷溅到皮肤上，应完全清
洗喷溅到的部位。如果感觉到疼痛
或有烧灼感，应立即就医。
• 当抬起有塑料外壳的蓄电池时，

过度用力压住外壳可能造成蓄电
池酸液流出，最好用蓄电池搬运
器或用手在蓄电池的对角上抬起
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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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为了避免损坏车辆：
• 仅能使用12V电源(蓄电池或跨接系

统)来跨接起动发动机。
• 不要试图采用推车起动的方法跨接
   起动发动机。

 信息
 电池报废不当会污染环境，
损害人身健康。因此，要按
照您所在地方法律和规章处
理蓄电池。

跨接起动程序 
1.�将车辆置于跨接线长度足够的位

置，但不允许两个车辆相互接触。
2.�即使车辆处于停止状态，始终要避

开发动机室内的冷却风扇或任何移
动部件。

3.�关闭所有电气装置，如音响、灯
光、空调等。确定车辆挂入“P(驻
车)”档并啮合驻车制动器。两车辆
点火开关置于OFF。

Pb

• 蓄电池冻结时，不要试图跨接起
动发动机。

• 千万不要在蓄电池导线处于连接
状态时给蓄电池充电。

• 电控点火系统在高压下工作。在
发动机运转或点火开关处于ON
状态下，切勿碰触这些元件。

• 不要使跨接导线正极(+)和负极
(-)接触，否则会引起火花。

• 当使用低电量或冰冻的蓄电池跨
接起动时，蓄电池会破裂或爆
炸。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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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照如图所示的正确顺序连接跨接
线。首先，将第一个跨接线的一端
连接到您车辆蓄电池的正极(+)端子
或跨接端子的红色正极(+)端子(1)
上。

5.�此跨接线的另一端连接到辅助车辆
蓄电池的正极(+)端子或跨接端子的
红色正极(+)端子(2)上。

6.�将第二个跨接线的一端连接到辅助
车辆蓄电池的负极(-)端子或辅助车
辆跨接端子的黑色负极(-)端子(3)
上。

7.�此跨接线的另一端连接到您车辆跨
接端子的黑色负极(-)端子上或底盘
搭铁(4)上。
除了正确连接蓄电池或跨接端子或���
搭铁端子外，切勿让跨接线端子接���
触到其它物体。在连接跨接线的状���
态，切勿伏在蓄电池上。

8.�起动辅助车辆发动机，并使发动机
以大约2,000RPM的速度运转几分
钟。然后起动您车辆发动机。

如果尝试几次之后仍无法起动发动机
时，可能需要进行维修。此时请寻求
适当的援助。如果造成蓄电池亏电的
原因并不明确，应请现代汽车授权经
销商检查车辆。

以连接相反的顺序正确分离跨接线。
1.�从您车辆跨接端子的黑色负极(-)端

子或底盘搭铁(4)上分离跨接线的一
端。

2.�从辅助车辆蓄电池的负极(-)端子或
跨接端子的黑色负极(-)端子(3)上分
离此跨接线的另一端。

3.�从辅助车辆蓄电池的正极(+)端子或
跨接端子的红色正极(+)端子(2)上
分离另一个跨接线的一端。

4.�从您车辆蓄电池的正极(+)端子或跨
接端子的红色正极(+)端子(1)上分
离此跨接线的另一端。

1VQA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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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温度表显示发动机过热，您感觉
到动力不足，听到响亮的爆震或爆燃
声，这表示发动机可能太热。如果有
上述症状出现，必须执行下列程序： 
1.�驾驶车辆离开公路，尽快在安全地

方停车。
2.�确定车辆挂入“P(驻车)”档并啮合

驻车制动器。如果空调在运转，请
关闭空调。

3.�如果从车辆底部流出发动机冷却水
或者从发动机罩下面喷出蒸汽，停
止发动机。等到发动机冷却水或蒸
汽停止流出后，打开发动机罩。如
果发动机冷却水没有明显流失和没
有蒸汽喷出，保持发动机运转，检
查并确认发动机冷却风扇的工作。
如果风扇不运转，停止发动机。

4.�检查是否从散热器、软管或车底泄
漏冷却水。(如果使用空调，停车时
从车底流出冷水是正常现象)。

5.�如果发动机冷却水泄漏，即刻停止
发动机并联络最近的现代汽车授权
经销商。

发动机过热

 发 动 机 运 行 期 间 ， 将
手、衣物和工具等远离
如冷却风扇、驱动皮带
等运转部件，以免人员
受伤。

 警告  

禁止在发动机和散热器
热态时拆卸散热器盖或
排放螺塞。滚烫冷却水
和蒸气会在压力作用下
喷出，导致严重伤害。

停止发动机并等待，直到发动机充
分冷却为止，拆卸散热器盖时要特
别小心。用厚布盖住散热器盖周
围，缓慢逆时针转至第一个止动
点，人员后退到安全位置，等待冷
却系统内的压力完全释放出来。当
您确定所有压力都释放时，使用厚
毛巾按压盖，继续逆时针转动进行
拆卸。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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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果未能找到发动机过热的原因，
等到发动机温度冷却到常温。如果
冷却水流失，向冷却水箱内小心补
充冷却水至上下限标记中间位置。

7.�要小心操作，留意是否持续有过热
迹象。如果再次发生过热，请联络
现代汽车授权经销商。

• 冷却水严重流失表示冷却系统存
在泄漏，请现代汽车授权经销商
检查系统。

• 由冷却水位低导致发动机过热
时，突然添加发动机冷却水可能
导致发动机裂缝。为了避免损
坏，少量缓慢地添加发动机冷却
水。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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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低压轮胎位置指示灯和轮胎压力
低警告灯(如LCD显示器所示)

检查轮胎压力

•�您可以在仪表盘上的辅助模式中检
查轮胎压力。

  请参考第3章的“LCD显示器显示
模式”部分。

•�初始发动机起动后行驶几分钟，就
可以显示轮胎压力。

•�车辆在停止状态时，不显示轮胎压
力，而显示"行驶至显示(Drive� to�
display)"的提示信息。此时驾驶车
辆，再检查轮胎压力。

•�显示的轮胎压力值可能与使用胎压
表测得的轮胎压力值有所差异。

•�您在仪表盘上的用户设置模式中，
可以改变轮胎压力显示单位。

� �-��p s i、k pa、ba r(参考第3章的
“LCD显示器显示模式”部分)。

轮胎压力监测系统(TPMS)(如有配备)

OLX2060004CN

OLX2040120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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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压力监测系统

在轮胎冷态，应每个月对包括备胎
(如有提供)在内的每个轮胎检查一次
充气压力，并根据车辆标牌或轮胎充
气压力标签上的车辆制造商推荐的充
气压力标准给轮胎充气。(如果您车
辆的轮胎中有与车辆标牌或轮胎充气
压力标签上指定轮胎尺寸不同的轮
胎，您应确定这些轮胎的正常轮胎充
气压力。)

作为附加的安全功能，在您的车辆上
配备了轮胎压力监测系统(TPMS)，
TPMS在您车辆的一个或多个轮胎充
气压力明显不足时点亮轮胎压力低警
告灯。因此，轮胎压力监测系统警告
灯亮时，仪表盘LCD显示器上显示一
条警告信息，说明您车辆的一个或多
个轮胎充气压力明显不足。此低压轮
胎位置指示灯通过点亮对应位置指示
灯指示充气压力明显过低的轮胎位
置。
如果任意警告灯亮，应降低车速，并
禁止急转弯且应预先考虑到制动距离
会增大。应尽快停车并检查轮胎。按
车辆标牌或驾驶席侧中央立柱外板上
的轮胎充气压力标签所示给轮胎充气
至适当压力。如果您不能到达服务站
或轮胎不能保持住最新添加的空气，
用备胎更换低压轮胎。�

在轮胎充气压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驾
驶车辆会导致轮胎过热并引起轮胎故
障。轮胎压力低也会降低燃油效率和
胎面寿命，影响车辆的操纵性和停车
能力。
请注意，TPMS不能替代正常的轮胎
保养，驾驶员有责任保持正确的轮胎
充气压力，即使轮胎充气不足的情况
没有达到触发TPMS轮胎压力低警告
灯亮的标准。

充气过量或充气不足均会降低轮胎
的使用寿命，而且对车辆的操控性
能产生不利影响，轮胎可能会发生
突发故障，从而造成车辆失控，可
能会导致发生严重事故。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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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车辆也配备了指示系统工作不正常
的TPMS故障警告灯。TPMS故障警
告灯与轮胎压力低警告灯组合在一
起。系统检测到故障时，轮胎压力低
警告灯闪烁约1分钟后停留在持续亮
状态。只要出现故障，此警告灯工作
序列就在车辆起动后工作。故障警告
灯亮时，系统可能无法按期望检测或
发送轮胎压力低信号。�
导致出现TPMS故障的原因可能很
多，包括安装更换件及车辆上轮胎或
车轮换位等都能阻碍TPMS正常工
作。更换车辆上的一个或多个轮胎及
车轮后，一定要检查TPMS故障警告
灯，确保更换件或轮胎和车轮换位操
作后TPMS继续正常工作。

参考
如果出现下列任意情况，请现代汽车
授权经销商检查系统。
1. 点火开关转至“ON”位置时或发

动机运转时，轮胎压力低警告灯/
TPMS故障警告灯没有正常执行亮
3秒钟后熄灭操作。

2. TPMS故障警告灯在闪烁约1分钟
后持续亮。 

3. 低压轮胎位置指示灯持续亮。 

参考
备胎没有安装轮胎压力传感器。

如果在温暖气候里将轮胎充气压力
调整到规定轮胎充气压力，在冬季
或寒冷季节，轮胎压力低警告灯会
亮。这不表示TPMS故障，因为降
温导致了轮胎充气压力下降。 
从温暖地区驱车到寒冷地区或从寒
冷地区驱车到温暖地区以及室外温
度升高或降低时，应检查轮胎充气
压力并调整轮胎充气压力到规定的
轮胎充气压力。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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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配备TPMS的轮胎
如果车辆有爆胎，轮胎压力低警告灯
和低压轮胎位置指示灯亮。请现代汽
车授权经销商检查系统。

每个车轮都在充气阀杆后的轮胎内侧
配备了一个轮胎压力传感器。您必须
使用TPMS规定车轮。建议您一定要
请现代汽车授权经销商维护轮胎。

如果用备胎更换低压轮胎后，以大于
25km/h的车速驾驶车辆约10分钟，
会出现下列情况：
•�因为备胎上没有装配T P M S传感

器，TPMS故障警告灯闪烁约1分钟
后持续亮。

您不能通过简单地观察来识别充气压
力低的轮胎。一定要使用优质轮胎充
气压力表测量轮胎的充气压力。请注
意，轮胎热态时(经历过行驶)的轮胎
充气压力测量值比轮胎冷态时(车辆
停放时间至少3小时，这3小时中行驶
距离不超过1.6km)的轮胎充气压力测
量值高。�
测量充气压力前使轮胎冷却下来。按
规定轮胎充气压力进行充气前一定要
确定轮胎处于冷态。
冷态轮胎指车辆已停放3小时，这3小
时中行驶距离不超过1.6km。

低压损坏
如果轮胎充气压力明显低，会导致
车辆不稳定和车辆控制不良并延长
制动距离。
如果在轮胎充气压力低的状态下继
续驾驶车辆，会导致轮胎过热和故
障。

 警告  

禁止使用非现代汽车授权的自封式
维修密封剂或等效品维修充气压力
低的轮胎和/或给充气压力低的轮
胎充气。非现代汽车授权的轮胎密
封胶或等效品可能损坏轮胎压力传
感器。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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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MS不能向您提供由钉子或路
面碎片等外部因素导致的严重轮
胎损坏和突发轮胎损坏警告。

• 如果您感觉车辆不稳定，立即将
脚从加速踏板上移开，稍微施力
逐渐踩下制动踏板，将车辆慢慢
移动到脱离公路的安全地方。

 警告  

窜改、改装或停用轮胎压力监测系
统(TPMS)部件可能干扰系统向驾
驶员警告轮胎压力低状态和/或
TPMS故障的能力。窜改、改装或
停用轮胎压力监测系统(TPMS)部
件可能导致这些车辆部件丧失保修
权。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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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轮胎的操作具有很高的危险
性。因此在更换轮胎时请遵循本部
分叙述的说明，以降低事故中的严
重受伤甚至死亡危险。

 警告  

当用备胎替换原轮胎并将原轮胎放
在车底时，要注意最小离地间隙会
变低。
尤其在减速带、上坡/下坡/不平道
路上行驶时，行驶速度应低于30 
km/h。

 警告  

使用千斤顶操纵杆时要小心，应避
开平端。平端有会造成切割的尖锐
边缘。

 注意

千斤顶和工具

千斤顶、千斤顶操纵杆、车轮螺母扳
手、套筒、牵引挂钩和螺丝刀储存在
行李箱内。
提起行李箱底板盖，可拿到这些工
具。

(1)�千斤顶操纵杆
(2)�千斤顶
(3)�车轮螺母扳手
(4)�套筒
(5)�牵引挂钩
(6)�螺丝刀

千斤顶使用说明 
千斤顶只供紧急换胎时使用。
为了防止千斤顶在车辆行驶中发出"
咔嗒"声，要正确储存千斤顶。
遵循千斤顶使用说明，降低人身伤害
可能性。

爆胎(配备备胎)

OLX2060024CN

OLX206802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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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和储存备胎  
备胎储存在车底，货舱的正下方。

要拆卸备胎，执行下列操作：
1.��打开后备箱门。��
2.��找到塑料六角螺栓盖，并使用硬币

或一字型螺丝刀拆卸盖。

3.��连接套筒(A)和轮毂螺母扳手(B)。
4.��拧松螺栓到把备胎足够放低为止。

逆时针转动扳手，直到备胎到达地
面为止。�

5.�� 备胎到达地面上后，继续逆时针转
动扳手，并向外拉出备胎。禁止过
度转动扳手，否则会损坏备胎托
架。

6.���从备胎中心孔抽出挡块(1)。�

OLX2068026L

OLX2068027L OLX2060028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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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储存备胎，执行下列操作：  
1.��将备胎充气阀杆朝上放到地面上。��
2.��将备胎推入到车底，通过车轮中心

安装挡块和链条。
3.�� 顺时针转动扳手，直到听到咔嗒声

为止。

轮胎的更换 

确定备胎挡块正确对正备胎中心，
以免备胎发出"嘎嘎"声。 
否则，备胎会从托架上掉落，而引
发意外事故。

 注意

车辆很可能从千斤顶上滑落，导致
人身严重伤害甚至死亡。请遵循下
列安全注意事项：
• 禁止进入由千斤顶支撑的车辆底

部。
• 切勿试图在车道上更换轮胎。需

要更换轮胎时，车辆必须完全离
开车道，并将车辆驻车在远离交
通的坚硬水平地面上。如果您在
路边找不到平坦坚硬的地方，请
联系拖车服务公司来帮忙。

• 一定要使用给车辆提供的千斤
顶。

• 确认车辆上指定的千斤顶顶起位
置；不要把千斤顶支撑在车辆保
险杠或其它部位。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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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这些步骤来更换轮胎：
1.�� 把车辆停在平坦地面上，牢固啮合

驻车制动器。
2.��按 下 换 档 按 钮 挂 到 “ P ( 驻 车 ) ”

档。
3.��打开危险警告灯。
4.�� 从车辆上取出千斤顶、车轮螺母扳

手、千斤顶操纵杆和备胎。

5.��在要更换轮胎斜对角轮胎的前后垫
上轮挡。

OLX2068029L
轮挡

更换轮胎

• 为了防止车辆在换胎期间移动，
一定要充分啮合驻车制动器，并
用轮挡挡住要更换车轮的斜对角
位置的车轮。

• 建议在车辆的车轮前后垫上三角
垫块，并禁止人员乘坐在用千斤
顶顶起的车辆上。

 注意

• 用千斤顶顶起车辆期间，禁止起
动或运转发动机。

• 用千斤顶顶起车辆期间，禁止车
内乘坐人员。

• 使儿童远离道路和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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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逆时针方向转动每个车轮螺母1圈
来松动车轮螺母，但在轮胎离地之
前不要拧下螺母。���

7.��把千斤顶支撑在最接近需更换轮胎
的前顶起部位或后顶起部位。把千
斤顶放在车架下的指定位置。顶起
部位是焊接到车架上、通过两个凸
舌和一个隆起点来指引千斤顶的平
板。

8.��把千斤顶操纵杆插入千斤顶螺杆孔
内，并顺时针转动，举升车辆直到
轮胎刚好离地。这个离地高度约为
30mm。在完全拧下车轮螺母前，
确认车辆处于静态，并且没有滑动
或移动的危险。

OLX2068030L OLX2068031L OLX206803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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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拧松车轮螺母，然后用手完全拧
下。滑动车轮使轮胎滑脱双头螺
栓，并将车轮平放在地面上，以免
滚动。拿起备胎，把备胎的螺栓孔
对正到双头螺栓上，并滑动备胎插
入到双头螺栓上。如果此项操作太
困难，轻轻将备胎叩入，并使备胎
的上孔与上部双头螺栓对齐。然后
来回轻摆轮胎，直到轮胎能滑到其
它双头螺栓上为止。

10.�要把车轮固定在双头螺栓上，把
车轮螺母置于双头螺栓上并用手
拧紧。安装车轮螺母时，应将车
轮螺母的锥状小头朝内。轻轻摇
动车轮确认车轮完全固定，然后
用手指再次尽可能拧紧螺母。

11.�逆时针方向转动车轮螺母扳手，
将车辆放低到地面上。 

车轮可能有尖锐边缘。因此应小心
操作，以免受到严重伤害。安装车
轮前，确认轮毂或车轮上没有任何
物体(如泥土、焦油、砾石等)，这
些物体会妨碍车轮固定装配到轮毂
上。 
如果有这些物体，请清除干净。如
果车轮和轮毂之间的装配表面无法
良好接触，可能会使车轮螺母松动
并导致掉轮。掉轮可能导致车辆失
控，这会造成严重伤害甚至死亡。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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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按图示放置扳手并拧紧车轮螺
母。套筒必须完全套在螺母上。禁止
站在扳手手柄上或在扳手手柄上使用
延长管。
按照顺序分几次拧紧每个车轮螺母，
直到它们全部被拧紧为止。再次检查
每个螺母的紧固情况。更换车轮后，
请现代汽车授权经销商检查车轮紧固
状态。

车轮螺母拧紧扭矩：
钢制车轮及铝合金车轮：
11~13�kgf.m�(79~94�lbf.ft)

如果有轮胎充气压力表，拧下充气阀
盖并检查轮胎充气压力。如果轮胎充
气压力比规定压力低，减速行驶到最
近维修站将轮胎充气至规定压力。如
果轮胎充气压力过高，应调整到规定
压力。检查或调整轮胎充气压力后必
须重新安装充气阀盖。如果不安装充
气阀盖，可能导致轮胎漏气。如果丢
失充气阀盖，尽快购买新充气阀盖并
安装。
更换轮胎后，将爆胎紧固在适当位置
并将千斤顶和工具放回它们的正确储
存位置。
避免千斤顶、千斤顶操纵杆、车轮螺
母扳手及备胎在车辆行驶中发出"咔
嗒"噪音，应正确存放它们。

参考

• 安装备胎后，尽快检查轮胎充气压   
力，并把压力调整到规定充气压
力。

• 更换轮胎后，行驶50 km以上，并
检查车轮螺母拧紧度，按需要再次
拧紧。行驶超过1000 km后，请重
新检查车轮螺母拧紧度。

车辆的车轮螺母和双头螺栓有公制
螺纹。必须把拆卸车轮时拧下的螺
母重新安装回去。如果要更换，应
使用有公制螺纹和相同倒角配置的
螺母。如果在公制双头螺栓上安装
非公制螺纹的螺母，则不能正确地
把车轮紧固在轮毂上，并且会损坏
双头螺栓，导致需要更换双头螺栓
的结果，反之亦然。 

 注意OLX206803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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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备胎的使用(如有配备) 
小型备胎只能应急使用。安装小型备
胎的状态下要小心驾驶，要遵循安全
注意事项。

车轮双头螺栓
如果双头螺栓损坏，可能失去固定
车轮的能力。导致掉轮和碰撞事
故，造成严重人身伤害。

 警告  

备胎压力不足
安装备胎后尽快检查充气压力。如
有必要，调整至规定压力。参考第
8章的"轮胎和车轮"部分。

 警告  

为防止小型备胎故障并失控导致事
故：
• 仅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小型备胎。
• 禁止车速大于80km/h。
• 不要超过小型备胎侧壁上显示的

车辆最大负载额定值或承载量。
• 不要持续使用小型备胎，应尽快

维修或更换原装轮胎，以避免小
型备胎故障。

 警告  

注意大多数车轮螺母没有公制螺
纹。安装从零件市场购买的车轮螺
母或车轮前一定要认真检查螺纹类
型。如有疑问，请咨询现代汽车授
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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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辆上安装小型备胎的状态下行驶
时：
•�安装小型备胎后检查轮胎充气压

力，小型备胎应充入420� kPa(60�
psi)的充气压力。

•�不要在自动洗车间清洗配备小型备
胎的车辆。

•�不要在其它车辆上使用本车辆的小
型备胎，因为该备胎是专为您的车
辆设计的。

•�小型备胎的胎面寿命比普通轮胎
短。定期检查您的小型备胎，并用
相同尺寸和设计的小型备胎来更换
磨损的小型备胎，把更换用小型备
胎安装在相同的车轮上。

•�切勿一次使用多于一个的小型备
胎。

•�安装小型备胎期间不要拖吊挂车。

参考

维修并重新安装原装的轮胎和车轮
时，必须正确设置车轮螺母的扭矩，
车轮螺母的规定扭矩为11~13kgf.
m(79~94lbf.ft)。

为了避免损坏小型备胎和车辆：
• 一定要缓慢驾驶车辆以免发生危

险，如凹坑或杂物。
• 避免驾车驶过障碍物。小型备胎

的轮胎直径比通用轮胎的直径
小，从而使离地间隙减小了约
25mm。

• 不要在小型备胎上使用轮胎防滑
链.因为小型备胎的尺寸较小，不
能适当装配轮胎防滑链。

• 小型备胎不得用于其它车轮上，
而且不能在小型备胎车轮上使用
标准轮胎、防滑轮胎、车轮护盖
或装饰环。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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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吊
拖吊服务

[A]：车轮台车

需要紧急拖吊时，我们建议您将此项
工作交由现代汽车授权经销商或商业
拖吊卡车服务公司来进行。�
一定要使用正确的举升和拖吊程序，
以免损坏车辆。推荐您使用移动台车
或平板车进行拖吊。

2WD车辆，如果变速器挂在“N(空
档)”档，在后轮着地(没有移动台车)
和前轮离地的状态下拖动车辆。在变
速器未挂入“N(空档)”档的情况
下，禁止在车轮着地的状态下拖吊车
辆。
如果某个承载车轮或悬架部件损坏，
或者在不能抬起前轮的情况下拖动车
辆，必须在前轮下使用移动台车。
使用商业拖车拖吊而不使用移动台车
时，应举升车辆前部而不是后部。

OLX2068011L

禁 止 在 车 轮 着 地 的 状 态 下 拖 吊
4WD车辆。否则会严重损坏变速
器或4WD系统。

 注意

• 禁止在前轮着地的状态下拖动车
辆，否则会损坏车辆。

• 禁止用吊链式设备拖吊车辆。使
用车轮升降机或平板车进行拖
吊。  

 注意

OLX2068014

OLX2068013



6-24 6-25

紧
急

情
况

6

紧急情况

在不使用移动台车的状态下紧急拖车
时：�
1.���将点火开关置于ACC位置。
2.   档位挂到“N(空档)”档。
3.��释放驻车制动器。�

如果没有把档位挂到“N(空档)”
档，会导致变速器损坏。  

 注意

如果您车辆配备侧翻传感器，拖吊
车辆时将点火开关置于OFF或ACC
位置。传感器检测情境为翻车时，
侧面和窗帘式空气囊会展开。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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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辆中配备某些紧急物品，可以在
您遇到紧急情况时帮助您解决问题。

灭火器 
如果发生小火灾而且您知道灭火器的
使用方法，请小心采取下列步骤：
1.�拉出灭火器顶部的安全销，不要突

然按压手柄。
2.��把喷嘴瞄准起火点。
3.�站在距离火花约2.5m远的地方挤压

手柄，释放灭火剂。如果松开手
柄，灭火器会停止工作。

4.�把喷嘴朝向火苗来回扫射。火苗熄
灭后，仔细观察一下，因为它可能
会重燃。

急救箱 
急救箱中有剪刀、绷带和胶布等物
品，能在第一时间对伤员进行急救。 

三角形反射板/反光衣
在发生紧急情况，如车辆由于故障而
停在路边时，把三角形反射板放在路
边，并穿上反光衣警告接近的车辆。

轮胎压力表(如有配备) 
轮胎在日复一日的使用中通常会流失
一些气压。您可能必须定期充入若干
压力，通常这种现象不表示轮胎漏
气，只说明轮胎正常磨损。一定要在
轮胎冷却时检查轮胎压力，因为轮胎
压力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增加。

执行下列程序，检查轮胎压力：
1.��拧松轮胎轮辋上的充气阀盖。
2.��将轮胎压力表按到轮胎充气阀上并

按住。在开始时会逸出一些空气，
如果您没有紧按轮胎压力表，则会
逸出更多空气。

3.��施加牢固、无泄漏的按压启动轮胎
压力表。

4.��读取轮胎压力表上的轮胎压力读
数，判定轮胎压力是否过高或过
低。

5.��按规定压力标准调整轮胎压力。参
考第8章的“轮胎和车轮”部分。

6.�重新安装充气阀盖。

紧急物品(如有配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