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ÄLKOMMEN!
您可在此处查阅您的 Volvo XC90 Excellence 的后排座椅功能。更详细的车主信息可在车内、通过应用程序以及在网上查看。

车辆的中央显示屏

《车主手册》在车辆的中央显示屏内提供，可通过顶部视图访问。

手机应用程序

本《车主手册》可作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应用程序（沃尔沃手
册）提供。应用程序还包含精选功能的视频教程。

沃尔沃支持网站

在沃尔沃汽车支持网站 (support.volvocars.com)，可访问各类手册和视
频教程，还可获取有关您的沃尔沃和车辆所有权的额外信息和帮助。

印刷版信息

手套箱内提供有《车主手册》补充资料，包含保险丝及规格的相关信
息以及重要提示与实用信息概述。印刷版《车主手册》及相关补充资
料可订购。



后座控制显示屏

控制显示屏配备在两个后座之间的中央扶手控制台内，它可控
制座椅功能以及饮料的加热与冷却。

屏幕上升

 – 按压屏幕顶部。屏幕自动升起。

屏幕在升起后自动启动。灯光在一定时间后变暗。触摸屏幕可
将其重新激活。

屏幕下降

手动降下屏幕：

 – 按压屏幕顶部。按下屏幕直至将其完全降至中央扶手控制台
内。屏幕在下降后关闭。

离子空气滤清器

为确保乘客室拥有高品质空气，配备了离子空气滤清器。离子
在空气中形成并流动至乘客室。灰尘、病毒和过敏原被吸附至
离子后掉落到地板上。在车辆至少处于点火位置 I 时，此功能
始终激活。



控制显示屏为触摸屏，可触碰操作。该显示屏包含不同视图。轻触
屏幕中的按钮可启用所需的功能或访问某一功能视图。

主页视图中的按钮

用于分别加热左右两侧座椅的按钮。

用于冷却/加热杯架的按钮。

分别对左右两侧座椅进行通风的按钮。

从后排座椅调节前排乘客座椅的按钮。

从另一视图返回主页视图

控制显示屏在一定时间后可自动返回主页视图。调节前排乘客座椅
时，轻触对角可返回主页视图。

在控制显示屏中导航



通过前/后调节控制器即可调节靠背倾斜角度。

按摩、侧部支撑、腰部支撑和加长坐垫的设置与多功能控制器相
关。

通过上/下调节控制器后部即可升起/降下座椅。通过前/后调节控制
器即可前/后移动座椅。

通过上/下调节控制器前部即可升起/降下坐垫前缘。

一次只能完成一个动作（向前/倒退/向上/向下）。在车门解锁之后
而车辆未运行的一段时间内，座椅可进行调整。车辆运行时始终可
执行座椅调整。车辆熄火后的一段时间内也可进行调整。

座椅有一个过载保护装置，在座椅受到物体阻塞时会跳闸。如果发
生这种情况，则移除物品，然后再次操作座椅。

要调节睡眠/舒适位置，可能首先需要将座椅略微向前移动。

调整后排座椅

汽车后排座椅具有不同的设置选项，力求让座椅实现最佳舒适度。



操作多功能控制器

使用多功能控制器可调整腰部支撑、靠背侧部支撑、坐垫长度以及
按摩设置。通过多功能控制器执行的设置显示在控制显示屏中。该
屏幕每次仅显示一个座椅的设置。

1. 手动升起控制显示屏。

2. 沿任何方向转动或按下多功能控制器即可启用座椅调整功能。座
椅设置视图可在控制显示屏中打开。

3. 通过轻触显示屏或上/下转动多功能控制器可在控制显示屏中选择
所需的功能。

4. 沿所需方向按压控制器即可更改设置。

按摩

要启用按摩功能，则轻触相应屏幕按钮或使用多功能控
制器选择该功能。车辆熄火后无法使用按摩功能。

按摩功能有以下设置选项可供选择：

开/关：在开/关之间切换选择即可启用/停用按摩功能。

程序 1-5：有五种预设的按摩程序。可在 1（波浪）、 
2（深度）、3（高级）、4（腰部）和 5（肩部）之间选
择。

强度：有低、中和高三档可选。

速度：可在慢速、常规和快速之间选择。

侧部支撑

要启用靠背侧部支撑的调节功能，则轻触相应屏幕按钮
或使用多功能控制器选择该功能。

• 触按多功能控制器上的座椅按钮前部可增大侧部支撑
力。

• 触按座椅按钮后部可减小侧部支撑力。



腰部支撑

要启用腰部支撑的调节功能，则轻触相应屏幕按钮或使
用多功能控制器选择该功能。

• 向上/向下触按多功能控制器上的座椅按钮可上/下移
动腰部支撑。

• 触按座椅按钮前部可增大腰部支撑力。

• 触按座椅按钮后部可减小腰部支撑力。

加长坐垫

要启用坐垫调节功能，则轻触相应屏幕按钮或使用多功
能控制器选择该功能。

• 触按多功能控制器上的座椅按钮前部可伸长坐垫。

• 触按座椅按钮后部可收缩坐垫。



从后排座椅可以调整前排乘客座椅的纵向位置，还可更改靠背倾斜
角度。使用后排座椅之间的控制显示屏可更改前排乘客座椅的设置。

1. 轻触显示屏上的按钮可从后排座椅调整前排乘客座
椅。

2. 打开一个新视图，可以调整座椅的纵向位置与靠背倾
斜角度。

3. 轻触对角可返回主页视图。

调整靠背倾斜角度

• 轻触左上侧箭头可向前折叠前排乘客座椅的靠背。

• 轻触右上侧箭头可向后折叠前排乘客座椅的靠背。

纵向调整

• 轻触左下侧箭头可向前移动前排乘客座椅。

• 轻触右下侧箭头可向后移动前排乘客座椅。

从后排座椅调整前排乘客座椅



DRAFT

加热式/通风式座椅

IPAD 底座

前排座椅头枕后部配备适用于大多数 iPad 型号的底座。iPad 固定方
式如下：

1. 按下卡扣并将其向前翻折至头枕，以打开盖板。

2. 将 iPad 滑入底座并关闭盖板。

要从支架上取下底座，步骤如下：

1. 按下固定部分底侧的按钮。

2. 向后/向上拉动底座，使其脱离支架。

座椅具备加热功能，在寒冷气候下能够增加舒适度。座椅加热器可
从控制显示屏进行控制。

 – 反复轻触左侧或右侧座椅的按钮，可在四个档位间切

换：关闭、高、中和低。按钮显示设定档位。

座椅可进行通风，如去除衣物的湿气。座椅通风功能可从控制显示
屏进行控制。

 – 反复轻触左侧或右侧座椅的按钮，可在四个档位间切

换：关闭、高、中和低。按钮显示设定档位。



展开桌板

扶手下方有两个桌板，可翻折至后排座椅上方。

1. 完全打开扶手盖。

2. 使用真皮拉扣从扶手中向上提出桌板，然后将桌板向外转动至完
全垂直位置。

3. 向下翻折桌面，使其位于座椅上方。

以相反顺序重复上述步骤可收折桌板。

儿童安全座椅的固定点

车辆在后排座椅处配备有儿童安全座椅固定点。

上固定点基本上用于前向式的儿童安全座椅。

1. 向前滑动座椅并将靠背向前折叠，可触及固定点。

2. 请务必遵循制造商的安装说明，确保正确装配。



热饮与冷饮

扶手前部设有两个杯架/玻璃杯座，以及一个用于放置饮料瓶或茶
杯/咖啡杯的加热/冷却杯托。

 – 按下盖板可打开杯托。从控制显示屏控制加热或冷却功能。蓝
色 LED 指示冷却功能激活，红色 LED 指示加热功能激活。

加热或冷却功能在车辆运行或车辆已设置到点火位置 II 时激活。

 – 反复轻触控制显示屏上的按钮，可在三个档位之间切
换：关闭、冷却和加热。按钮显示设定档位。

冰箱

后排座椅扶手后方有一个微型冰箱，可存放两瓶饮料和水晶玻璃
杯。

• 按下位于盖板上方的按钮可打开冰箱。

• 在冰箱内部，有一个用于设置温度的控制器。

冷却功能在车辆运行或车辆已设置到点火位置 II 时激活。



USB 端口以及电源插座位置

USB 端口：后排座椅扶手下方有两个 USB 端口。前排座椅头枕后
部的屏幕支架上也设有两个 USB 端口。这些 USB 端口可用于诸如
为手机或平板电脑充电。

无法通过 USB 端口在车辆音响系统内播放媒体。

电源插座：后排座椅扶手下方有一个 12 伏电源插座和一个 230 伏
电源插座。

230 伏：该电源插座可供需要 230 伏电源的各类附件使用，例如充
电器或笔记本电脑。

 – 插入附件连接器。拔下连接器断开附件。

12 伏：该电源插座可供需要 12 伏电源的各类附件使用，例如音乐
播放器或手机。

 – 从电源插座取下点烟器并插入附件连接器。电源插座不在使用
时，拔下附件连接器并重新装上点烟器。

车辆电气系统必须至少处于点火位置 I 才能使 USB 端口和电源插座
通电。



储物空间

前排座椅头枕后部配备平板电脑底座。

两个座椅之间的扶手下方留有储物空间。

车门侧面设有储物格。

中央扶手控制台侧面设有储物槽。

前排座椅靠背后部设有储物袋。

车门侧面设有烟灰缸。



车辆尾门内侧配备自发光把手1。它可用于在紧急情况下从内侧
打开尾门。

 – 向下拉动把手可打开尾门。

使用后，必须手动将把手推回初始位置。

行李箱中的把手

1 仅适用于特定市场。



特殊文本

《车主手册》与其它手册中包含安全说明及所有

警告信息、重要说明和注意文字，务必阅读。一

些功能仅适用于某些市场。

 警告

储物空间

将不能固定的物品，例如手机、摄像机、附件遥

控器等，放在手套箱或其他盒子中。否则，在发

生紧急制动或碰撞的情况下，它们可能会对车内

乘员造成伤害。

热饮与冷饮

驾驶途中，可在杯架或冰箱内放置瓶装饮料、保

温杯、玻璃杯和马克杯。

加热式后排座椅

因为感觉丧失而无法感受到温度上升，或有任何

使用加热座椅控制器困难的人，不应该使用加热

座椅。否则，可能会导致灼伤。

儿童安全座椅的固定点

在固定点张紧儿童座椅的上部束带前，必须将其

从头部保护装置的孔眼中穿过。如果无法做到，

则遵照座椅制造商建议进行操作。

行李箱中的把手

确保保持车门与尾门锁止并将钥匙置于儿童接触

不到的地方。儿童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可能会将

自己锁在车内并导致受伤风险。

在炎热天气下，车内温度会迅速升高，人体暴露

在高温下可导致重伤或死亡。幼童是意外事故高

发群体，应特别注意。

 重要事项

在控制显示屏中导航

不得使用尖锐物品接触屏幕，否则可能会产生

划伤。

通风式后排座椅

如果乘客室温度过低，座椅通风功能则无法启

动。该特性可避免就座人员受凉。

iPad 底座

在 iPad 底座中安装 iPad 时，应确保 iPad 屏幕

上覆有防护塑料。目的是避免玻璃在发生碰撞

时损坏。

保险丝

务必将熔断保险丝更换为具有相同颜色和电流安

培值名称的保险丝。切勿安装大于《车主手册》

数据表中指示数值的保险丝。

如果电气部件不工作，则可能是临时过载造成保

险丝熔断所致。有关保险丝的信息，请参阅车辆

的常规《车主手册》。

功率输出

12 伏插座的最大功率输出为 120 瓦，230 伏插

座的最大功率输出为 150 瓦。

  注意

冰箱

冰箱需要空气流通顺畅以发挥最佳功能。因此，

请在行李箱内冰箱进气口处留出至少 5 厘米的

空间。

温度设置可能需要根据环境温度进行调节。快速

降温建议选择最大档位。

为加速制冷，冰箱底部温度低于零度，因此可能

会产生冷凝水，需要不时擦拭。要达到最佳的干

燥/清洁效果，需要拆下透明瓶架。

加热式后排座椅

后排座椅加热功能在 15 分钟后自动停用。

通风式后排座椅

对干燥空气过敏的乘客，使用座椅通风应该小

心。长期使用建议设置为低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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