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主手册
操作
保养
规格

截止本车主手册出版前的车辆所有信息都包含在本车主手册里。由于出厂
产品配置的不断改进及相关政策的不断改变，HYUNDAI汽车公司有权随
时更新资料。

本手册适用于这种车辆的所有型号，包括标准装备和选装件的解释和说
明。 
因此您会发现您所拥有的HYUNDAI汽车可能未装备本手册中记载的某些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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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以任何方式改装HYUNDAI车辆。否则可能对车辆的安全性、耐久性及性能产生不利影
响，违反车辆的有限保修条件。某些改装操作可能还违反您国家交通部及其它政府机关制定
的法规。

您的车辆装配有电子燃油喷射和其它电子部件。不适当地安装及调整双向无线电通讯装置或
蜂窝式移动电话，可能会对电子系统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如果您选择安装这些装置中的某
一个，我们建议您遵守无线电通讯装置制造商的厂家说明，或向HYUNDAI授权经销商咨询
预防措施或特殊说明。

注意：HYUNDAI车辆的改装

双向无线电通讯装置或蜂窝式移动电话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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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包括标题为危险、警告、注意和参考的事项。
下面简要说明这些标题含义：  

安全及车辆损坏事项警告

危险表示危险情况，如果不遵守会导致
严重伤害甚至死亡。

危险

警告表示危险情况，如果不遵守可能会
导致严重伤害甚至死亡。

注意表示危险情况，如果不遵守可能会
导致轻度或中度伤害。

注意

 参考

参考表示危险情况，如果不遵守可能会导
致车辆损坏。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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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恭喜并感谢您选择HYUNDAI车辆，欢迎您正式成为日益发展的HYUNDAI车辆的尊贵车主。HYUNDAI为拥有优秀的
技术人员和品质卓越的车辆而感到自豪。
本手册将向您详细介绍HYUNDAI新车的特征及正确操作方法。您应熟悉您的HYUNDAI新车，如此可充分畅享新车。
开始驾驶新车前，请仔细阅读本车主手册。
本手册包括使车主能熟悉车辆控制和安全特性的重要安全信息和说明，使您能安全操纵车辆。
本手册也包括设计来增强车辆安全操纵的保养信息。这里，制造商建议您将有关车辆的所有维修和保养工作交由
HYUNDAI授权经销商进行。HYUNDAI授权经销商随时向您提供您所需要的高品质维修、保养服务及其它帮助。
应将此车主手册看做是您车辆的一个永久组成部分，并始终放在车内以便您能随时查阅。如果您出售车辆，应将此手
册一并转交给下一位车主，以便下一位车主查阅重要操纵、安全和保养信息。

HYUNDAI 汽 车 公 司

版权归2020年HYUNDAI汽车公司所有，所有权利均予保留。 未经HYUNDAI汽车公司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
方式翻印、传播全部或部分内容。

使用不符合HYUNDAI汽车公司规定的劣质燃油和润滑油会导致发动机和变速器的严重损坏。您必须使用符合
HYUNDAI汽车公司规定的优质燃油和润滑油，有关信息能在本车主手册第8章第7页的车辆规格部分中查询到。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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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我们希望帮助您在驾驶中获得最大的
乐趣，而车主手册可以从许多方面给
您提供帮助。因此我们建议您务必详
细阅读本手册全部内容。尤其要认真
阅读手册中的警告及注意事项，以最
小化伤亡危险。
配合图片的说明有助于您更好的了解
车辆。阅读完本手册后，您会了解车
辆特性、重要安全事项及各种路况上
的驾驶要领。
在目录中，您可以看到整本手册的相
关章节分配。 
章节：本手册由八个章节组成。每章
开始时都附有简单目录，便于您查找
所需要的内容。

您与他人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本手
册提供了许多安全预防措施及操作规
程。这些信息会提醒可能对您或他人
造成伤害，或可能造成车辆损坏的潜
在风险。
车辆标签与本手册中的安全信息说明
了这些危险，并说明了如何避免或减
少危险。
本手册中的警告与指示是为了您的安
全。不遵守安全警告和说明会导致严
重的伤害或死亡。

此手册中使用危险、警告、注意、参
考和安全警告标志。

 此为安全警告标志，用于警告
您潜在的人身伤害危险。遵守
此标志下的所有安全信息，以
避免可能导致的伤害或死亡。
安全警告标记在标志词危险、
警告和注意前。

如何使用本手册 安全信息

危险表示危险情况，如果不遵守会
导致严重伤害甚至死亡。

危险

警告表示危险情况，如果不遵守可
能会导致严重伤害甚至死亡。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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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参考

参考表示危险情况，如果不遵守可能
会导致车辆损坏。

 
无铅
您的新车设计为仅使用RON(研究法
辛烷值)的辛烷值为92/AKI(抗爆指
数)87以上的无铅汽油。(不要使用甲
醇混合燃油)

您的新车只有使用无铅汽油才能发挥
最佳性能，并最小化废气排放量和火
花塞积碳量。

• 加燃油时加油枪自动切断后并不
代表操作"结束"。

• 必须检查确认燃油箱盖是否安装
牢固，以免发生事故时燃油泄
漏。

 警告  

禁止使用有铅汽油。使用有铅燃油
对催化转化器有害并且会损坏发动
机控制系统的氧传感器并影响排放
控制。
禁止在燃油箱内添加非指定燃油系
统清洁剂 (细节请咨询HYUNDAI
授权经销商)。

 注意

注意表示危险情况，如果不遵守可
能会导致轻度或中度伤害。

注意 汽油发动机

燃油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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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禁止使用含有甲醇的酒精汽油，停
用能损坏驾驶性能的酒精汽油产
品。  

 注意

含酒精与甲醇的汽油
酒精汽油是一种乙醇(酒精)和汽油的
混合燃油。在市场上，含甲醇(木精)
的酒精汽油或汽油也有销售，或者代
替有铅或无铅汽油进行销售。
本车辆禁止使用酒精浓度超过10%的
酒精汽油，也禁止使用含甲醇的酒精
汽油或汽油。如果误用两种燃油中的
任何一种，都会导致车辆驾驶性能不
良，并损坏燃油系统、发动机控制系
统和废气排放控制系统。
如果出现任何驾驶性能故障，应立即
停止使用此类燃油。

如果由于使用下列燃油而导致车辆损
坏或驱动性能故障，则不在制造商的
保修范围内：
1. 使用酒精浓度超过10%的酒精汽

油。
2. 使用含有甲醇成分的酒精汽油或汽

油。
3. 使用含铅汽油或者含铅酒精汽油。

其它燃油
使用燃油添加剂如：
- 硅酮燃油添加剂
- MMT(锰(Mn))燃油添加剂
- 二茂铁(Fe)(铁基)燃油添加剂
- 含其它金属的燃油添加剂

会导致气缸失火、加速不良、发动机
失速、催化器损化、异常腐蚀，并导
致发动机损坏，缩短传动系的使用寿
命。

参考

因为使用这些燃油导致的燃油系统损
坏或性能故障，不在新车有限保修范
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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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MTBE的使用
HYUNDAI汽车公司建议避免在车辆
上使用甲基叔丁基乙醚(MTBE)含量
超过15.0%体积(含氧量为2.7%重量)
的燃油。
甲基叔丁基乙醚(MTBE)含量超过
15.0%体积(含氧量为2.7%重量)的燃
油会降低车辆性能，导致气阻或起动
困难。 

不要使用甲醇汽油
您的车辆不能使用含甲醇(木精)的汽
油。这种燃油会降低车辆性能，损坏
燃油系统、发动机控制系统和废气排
放控制系统部件。

   燃油添加剂
H Y U N D A I 汽 车 公 司 建 议 您 使 用
RON(研究法辛烷值)的辛烷值为92/
AKI(抗爆指数)87以上的无铅汽油。
如果车主既没有使用优质汽油，也没
有定期添加燃油添加剂，会导致起动
故障或发动机不能平稳运转，建议根
据保养时间表向燃油箱中添加一瓶添
加 剂 ( 参 考 7 章 ， “ 日 常 保 养 时 间
表”)。可从HYUNDAI授权经销商处
获得添加剂，以及添加剂使用相关信
息。禁止混合其它添加剂。
 

国外驾驶
如果您要在国外驾驶车辆，请注意以
下几点：
• 遵守所有有关注册登记及安全保障

方面的法规。
• 确认燃油是否可用。

您的新车型有限保修不包括由于使
用含甲醇的汽油或MTBE(甲基叔
丁基乙醚)含量超过15.0%体积(含
氧量为2.7%重量)的汽油导致的燃
油系统损坏和性能故障。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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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 禁止对本车辆进行任何改装。否则
会影响车辆性能、安全性或耐久
性，甚至会违反政府的安全与废气
排放法规。

 此外，由任意改装导致的损坏或性
能故障不在车辆保修范围内。   

• 如果使用非授权电气设备，会导致
车辆操作异常、导线损坏、蓄电池
放电和起火。基于安全考虑，禁止
使用非授权电气设备。 

同本车型的其它车辆一样，如果不能
正确操控车辆，很容易造成车辆失
控，导致发生碰撞或翻车等事故。
本车型设计为离地高度较高、轮距较
大等特点。这使本车型与其它类型的
乘用车型相比，车辆重心较高。本车
辆设计不同于传统2-轮驱动(2WD)车
型设计，行驶转弯时的车速不相同。
因此，严禁急转弯，避免采取紧急机
动操控。此外，如果不能正确操控本
车辆，很容易造成车辆失控，导致发
生碰撞或翻车等事故。一定要仔细阅
读本手册第5章中的"降低翻车危险性
"指南部分。

但在最初的1,000km内遵守下列几项
简单预防措施，有利于增强车辆性能
和经济性并延长使用寿命。
• 不要高速空转发动机。
• 驾驶车辆时尽可能保持发动机转速

(RPM或转/分)在2,000RPM与
4,000RPM之间。

• 不要维持同样的车速太久，不论车
速快慢。处于磨合期的车辆，最好
能经历各种发动机转速，以便充分
磨合发动机。

• 除非是紧急情况，否则请尽量避免
紧急制动，让制动器正常发挥作
用。

• 在最初的2,000km内禁止拖吊挂
车。

• 燃油经济性和发动机性能可能会因
车辆的磨合过程而有所不同，而且
在行驶约6,000km后才能稳定下
来。汽车磨合期间发动机可能消耗
更多的燃油。

车辆改装  车辆操作说明 车辆磨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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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数据收集和事件数据记录仪
本车辆配备了事件数据记录仪(EDR)。配备EDR的主要目的是，在发生碰撞或近似于碰撞的事故时，如空气囊展开或撞
到道路障碍物等的情况，记录其数据。这些数据会帮助了解车辆系统的运行情况。EDR设计为记录30秒钟或以下的很
短时间内的车辆动态和安全系统相关的数据。本车辆配备的EDR记录如下数据： 

• 车辆的各种系统运行状态； 
• 驾驶员和乘员是否佩戴安全带的状态； 
• 驾驶员操作加速踏板和/或制动踏板的量为多少；以及， 
• 车速为多少。 

这些数据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发生碰撞或伤害时的情况。备注：EDR只有在车辆发生较大的碰撞事故时才记录数据。在
正常驾驶条件下，EDR不会记录任何数据，也不会记录任何个人信息(如姓名、性别、年龄、碰撞位置等）。但是，交
通事故处理部门等执法部门，可以将EDR记录的数据和在事故调查中获得的个人信息结合进行分析。 
要读取EDR记录的数据，需要使用专用设备从车辆或EDR中读取。除了车辆制造商之外，拥有此专用设备的其他人员(
如执法部门)也可以从车辆或EDR中读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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