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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您拥有全新沃尔沃汽车！

本文件夹包含您的汽车中最常用的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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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和提示文本。

下列符号表示：

在概览图像中指出不同的部件。

分步说明。

阅读《车主手册》尤为重要。

最后一页包含必须阅读的警告信息、重要说明和提示文本。

选装件用星号（*）标记。

《车主手册》可分为印刷版手册以及通过车辆屏幕、网页以及移动应用程序显示的数字版手册。移动应用
程序包含整本《车主手册》及说明影片，并具有多个文本和插图搜索路径。移动应用程序可从苹果应用商
店 (App Store) 或谷歌市场 (Google play) 下载至移动设备。

另外，更多有关您的汽车的信息，请登录 www.volvoca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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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钥匙如何工作？ 01

 解锁车门和尾门并解除警报。该功能可在  MY 
CAR（我的汽车）中进行设定。

 锁止车门和尾门并启用警报。

 安全取车照明期间。

 仅解锁尾门并解除警报。

  信息*。

  紧急功能。

遥控钥匙可存储车门后视镜和电动驾驶员座椅*等
设置 – 请参阅《车主手册》。

如何操作 Keyless *锁止系统？

遥控钥匙可一直放在（例如）口袋这些位置。

锁止并激活警报器

 – 触摸一个外部车门把手的后部区域或轻按尾门的两
个橡胶按钮中较小的一个。

解锁和解除警报

 – 以平常的方式握住一个车门把手并打开车门，或轻
按尾门的两个橡胶按钮中较大的一个。

01

如何起动和关闭发动机？

起动

 将遥控钥匙推入点火开关（不适用于 Keyless 驱 
动*）。

 对于手动换档，踩下离合器踏板。对于自动换档，
踩下制动踏板。

 短按 START/STOP ENGINE（起动/停止发动机）
按钮。

关闭

 短按 START/STOP ENGINE（起动/停止发动机）
按钮。

 从点火开关中取下遥控钥匙（不适用于 
Keyless 驱动*）。

01



如何使用电子手刹？ 01

激活

 – 按下控制按钮 PUSH LOCK/PULL RELEASE（推动 
锁止/上拉释放）– 符号开始闪烁。待符号转为长
亮，表明驻车制动器激活。

要解除作用

 踩下制动踏板。

 拉动控制按钮 PUSH LOCK/PULL RELEASE（推动 
锁止/上拉释放）。

自动解除

 – 起步（对于配备自动变速箱的汽车，安全带必须扣
好）。

如何启用挡风玻璃雨刮器和雨量传感器*？

向下移动杆，启用挡风玻璃雨刮器，向上移动进行单次
刮水。

 雨量传感器打开/关闭。

 调节传感器灵敏度或者间歇刷动的延迟时间。

 雨刮器，后车窗 - 间歇刷动/正常刷动。

01

雨刮片必须处于工作位置才能将其升起 – 请参阅 
《车主手册》。

更换轮胎或更改轮胎压力后始终需要进行校正。如果指
示灯亮起，  则需要检查轮胎压力并校准系统。继续
进行以下操作：

 关闭点火开关，按照位于驾驶员侧门柱上的轮胎压
力标签对所有轮胎进行充气。

 起动车辆。在 MY CAR 菜单源的标准视图下，按
下 OK/MENU（确认/菜单）。

 选择轮胎监测  >  校准轮胎气压，并按下  OK/
MENU（确认/菜单）。

 再校正在车辆行驶期间执行。

我应如何校正轮胎压力监测系统 (TM)*? 01



车道保持辅助系统 LKA*的功能是什么？

如果车辆将要越过左右两侧的车道线，LKA 会主动通
过方向盘上的轻微扭转力使车辆驶回车道。如果车辆越
过了左右两侧的车道线，则 LKA 会通过方向盘上的脉
冲振动来向您发出警告。

 – 按一下此按钮，启用 LKA。

02

如何使用起动/停止功能*？ 02

手动变速箱

关闭发动机：踩下离合器，将换档杆移至空档，松开离
合器踏板。

起动发动机：踩下离合器踏板。

自动变速箱

关闭发动机：通过脚踏制动停车然后保持制动压力。

起动发动机：松开脚踏制动上的脚踏压力。

按钮灯亮起，表明功能已经启动。

02如何使用自动泊车辅助系统 PAP*？

PAP 检查可用空间，然后在汽车中进行驾驶。您的任
务密切留意车辆周围、切换档位、控制车速以及施加制
动/停车。

 按一下此按钮，启用 PAP。时速请勿超过 30 km/h  
(20 mph)。

 按组合仪表板上显示的说明操作。

 当图形和文字建议停车时准备停车。



如何调整座椅？

 提升/降低座椅垫的前缘。

 提升/降低座椅。

 将座椅向前/后移动。

 倾斜座椅靠背。

 腰部支撑*调节。

 存储电动座椅*的设置。

 电动座椅*的记忆按钮。

存储设置：

按住其中一个记忆按钮存储设置。按住按钮，直到听到
信号音且组合仪表板中显示文本。这可存储座椅及车门
后视镜的位置。腰部支撑的位置没有存储。

03

车门后视镜的位置以及电动座椅的记忆设置 
（非腰部支撑）也可存储在遥控钥匙*中 – 请参阅 
《车主手册》。

充分了解该功能非常重要  –  请参阅《车主手
册》。

汽车配备带自动刹车以及自行车和行人探测功能的碰撞
警告系统，可对车辆、骑车人和行人发出警告并进行制
动和/或停车。

该功能仅起辅助作用，并非在所有情况下均能工作 - 例
如，它无法探测到从侧面驶来的骑车人、高度低
于 80 cm 的行人或部分遮蔽的行人。

行人保护系统如何工作*？ 02



如何调节温度？ 04

 旋转以调节乘客室左/右侧独立温度。屏幕显示所
选择的温度。

 按下 AUTO（自动）按钮可自动控制温度及其它功
能。屏幕显示 AUTO CLIMATE（自动模式）。

温馨提示：建议采用 AUTO（自动）模式以获得最佳舒
适气候。调节风扇转速与空气分配时，AUTO（自动）
模式将停用。

如何进行挡风玻璃除霜？ 04

 按下以激活挡风玻璃电动加热功能* - 屏幕中的符号 
(1) 亮起。

 再按一次还可激活吹向挡风玻璃和侧窗玻璃的最大
风量 - 符号 (1) 和 (2) 亮起。

 再按一次则关闭两个功能 - 无符号亮起。

不带电加热功能：按下即可启用/停用气流功能。

如何调整方向盘？

 释放方向盘锁。

 沿前/后和上/下方向调整方向盘。

 锁止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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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操作行车电脑？

 OK（确认）- 打开组合仪表板的菜单，确认信息或
菜单选择。

 调节环在菜单选项或行车电脑选项之间浏览。

 RESET（重置）重置所选行车电脑步骤中的数据或
返回菜单结构。

04

如何重置旅程表 ？ 04

 转动左侧拨杆开关调节环，显示旅程表 T1 或 T2。
 长按 RESET（重置） 按钮重置显示的旅程表。

大灯开关控制器的自动模式如何工作？

AUTO（自动）模式提供以下选项：

• 日间行车灯自动在日间行车灯和近光灯之间进行切
换。

• 远光灯可在近光灯开启时被激活。

• 可使用主动远光灯 (AHB)* – 自动减弱和开启远光
灯，或根据交通路况调节远光灯光束模式。

• 隧道探测*已激活。

04



如何打开和关闭 Infotainment 系统？

  短按一下可激活该系统。

  长按一下（直到屏幕熄灭）可停用系统。

要关闭音响：短按一下 - 再按一下可重新激活。

04

请注意整套 Sensus 系统（包括导航*和电话功能*）同
时启动/关闭。

如何浏览 Infotainment 系统？

 按下 RADIO（收音机）、MEDIA（媒体）、MY 
CAR（我的汽车）、NAV*（导航）、TEL*（电
话）或  选择主音源。在该模式内，显示上次激
活的音源的标准视图。

 按下 OK/MENU（确认/菜单）或方向盘调节环*，
进入所选音源的主菜单。

 旋转 TUNE（调谐）或调节环浏览菜单。

 按下 OK/MENU（确认/菜单）或调节环在菜单中
进行选择。

短按 EXIT（退出）返回菜单系统、取消某一功能
或删除输入的字母。

长按 EXIT（退出）返回至标准视图或从标准视图
进入主音源界面。

提示：

要从标准视图转至快捷菜单，则按一下主音源按钮。再
按一下即可返回标准视图。

04

有关系统操作的更多信息 - 请参阅《车主手册》。



04

 在电话源的标准视图下，按下 OK/MENU（确认/
菜单）。

 选择使汽车可被发现，然后用 OK/MENU（确认/
菜单）确认。

 启用手机中的蓝牙®功能。搜索并将车辆连接至手
机。

 按手机和屏幕上的提示操作。

电话现已连接并可通过汽车进行控制。

如何连接蓝牙® 手机*？

如果手机注册未成功 – 请参阅《车主手册》。

如何连接至互联网*？ 04

有关连接的更多信息 - 请参阅《车主手册》。

 通过蓝牙® 连接手机或激活手机中的个人热点实
现 Wi-Fi 连接。若要实现汽车调制解调器连接，将
SIM 卡插入手套箱内的读卡器。

 在 MY CAR（我的汽车）音源的标准视图中，按下
OK/MENU（确认/菜单），选择设置 > 互联网设
置 > 连接方式连接。选择连接选项。

 Wi-Fi：连接至网络并输入密码。汽车调制解调器：
输入 SIM 卡 PIN 码。

使用 Volvo ID 可以获得什么服务*？ 04

有关 Volvo ID 的更多信息 - 请参阅《车主手册》。

Volvo ID 是您为车辆注册的个人 ID，通过 Volvo ID 您可
以获取不同服务，例如“My Volvo”网站并且可以从互
联网上的地图服务直接发送地址至车辆。

按下列方式注册或管理您的 Volvo ID：

 按下两次连接按钮 。

 选择应用程序 > 设置，根据屏幕上的说明执行操
作。



04车辆连接互联网*后，如何使用应用程序？

车辆连接互联网后，可以使用音乐服务、网络收音机、
导航服务和简单网络浏览器应用程序 (app)。

 按下 Connect（连接）按钮 。

 选择应用程序并按下 OK/MENU（确认/菜单），
显示可用的应用程序。

 选择应用程序并用  OK/MENU（确认/菜单）确
认。

某些应用程序 (app) 需要使用应用程序 (app)/服务供应
商的独立账户登录。使用现有账户或重新注册。遵循屏
幕上的说明。

如何拨打电话*？ 04

 在电话源的标准视图下，输入需要的号码，或者向
下转动方向盘上的调节环访问电话簿，向上转动访
问通话记录。

 按下调节环进行拨号。

按下 EXIT（退出）中断呼叫。

有关拨打电话的更多方式  –  请参阅《车主手
册》。

如何接听电话*？

 – 按下调节环接听来电。

按下 EXIT（退出）拒接/中断呼叫。

04

有关接听电话的更多方式  –  请参阅《车主手
册》。



如何连接外部声音设备？ 04

 通过中控台储物箱中的 AUX（辅助）或 USB（通
用串行总线）* 输入端口连接外部设备。

 在媒体源的标准视图下，按下中控台中的 MEDIA 
（媒体）。

 转动 TUNE（调谐）选择所需的音频源，按下 OK/
MENU（确认/菜单）。

有关外部设备的其他连接方式 – 请参阅《车主
手册》。

如何设置 GPS*目的地？

 按下 NAV（导航）可启动导航系统* - 显示地图。

 再次按下 NAV（导航）并通过 OK/MENU（确认/
菜单）选择 Enter address（地址输入）。

 使用字母盘或中控台上的字符轮输入搜索标准/搜
索条件。

 然后选择设置单程目的地或添加为途径点并按下 
OK/MENU（确认/菜单）。

有关导航系统的详细信息和市场差异 - 请参阅《车主手
册》。

04

如何在菜单系统中进行设置？

可在 MY CAR（我的汽车）中操作汽车的许多功能，如
时钟、车门后视镜和门锁的设置。

有关如何使用按钮，请参见前文标题“如何浏览 
Infotainment 系统？”。

04



04如何调整时钟？

 在  MY CAR（我的汽车）源的标准视图下，按
下 OK/MENU（确认/菜单）。

 选择设置 > 系统选项 > 时间设置。

 旋转 TUNE（调谐）至 Auto time（自动时间）并
按下 OK/MENU（确认/菜单），激活自动时间设
置。

请务必选择当前位置，从而在车内设置正确的时间。

04如何致电我的维修中心或预订一次保养？

 – 在  MY CAR（我的汽车）源的标准视图下，按下 
OK/MENU（确认/菜单），选择服务 & 维修。

在服务 & 维修下，您可查阅您选定的维修中心的相关
信息，即您在 My Volvo 门户网站注册的维修中心。在
经销商信息内，可选择呼叫维修中心并向其发送预约请
求（还可通过 My Volvo 网站执行）。还可选择更新维
修中心信息并将维修中心设置为目的地。

仅适用于特定市场。

04ECO*的功能是什么？

按下 ECO 可启用最优节油驾驶程序，其中包括以下变
化：

• 起动/停止 – 发动机可在车辆静止前自动停止。

• 节能滑行 – 发动机制动停止，车辆滑行。此功能适
用于可自动换档的车辆。

• 禁用或降低某些恒温控制功能。



如何加注燃油？ 05

 – 按下照明面板上的按钮，打开燃油加注口盖板 - 松开
按钮时盖板打开。

组合仪表板符号上的箭头显示燃油盖位于车辆哪一侧。

如何清洗汽车？

对漆面而言用手洗要比自动洗车房更合适。新漆面也更
加敏感。由于这个原因，在新车最初几个月内建议使用
手洗。

请使用清水和清洗海绵块。记住脏物和沙粒会刮伤油
漆。

05

如何清洁皮革内饰*？ 05

皮革需要经常护理，以保持其外观。由于这个原因，应
当使用沃尔沃皮革护理套装每年对皮革饰面保养一到四
次。每周用湿布擦拭轻革内饰可对其起到养护作用。沃
尔沃皮革护理套装可从沃尔沃经销商处购买。



储物区域在哪里 ？

此处显示汽车的部分储物区域。

《车主手册》显示更多储物区域的位置。

05

AUX/USB*端口和 12 伏插座的位置在哪里？ 05

要使乘客室中的 12V 插座工作，遥控钥匙必须至少处
于钥匙位置 I。行李箱区的 12 V 插座*始终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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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操作 Keyless*锁止系统？
戴手套可能会影响到车门把手中的 Keyless 启动功能。电磁场和屏蔽会干扰 Keyless 功能。不要将遥控钥匙放置/存储在手机或金
属物体附近。

如何起动和关闭发动机？
在冷车起动之后，不论车外温度如何，怠速都会偏高。这是沃尔沃高效排放系统的一部分。在冷起动中，由于需要预热，某些柴
油发动机起动会有延迟。

如何使用自动泊车辅助系统 (PAP)*？
PAP 在所有情况下均不会工作，其设计仅用于附加辅助。驾驶员始终对确保安全驾驶车辆以及在泊车时察看周围环境和其他靠近
或经过的道路使用者负有最终责任。

车道保持辅助系统 (LKA)*的功能是什么？
LKA 仅是一个驾驶员工具，在所有行驶工况和交通以及天气和道路条件下均不会工作。驾驶员始终对安全驾驶车辆以及遵守现行
法律和交通法规负有责任。

行人保护系统如何工作*？
该功能无法在所有的情况下识别到所有的行人，它无法识别到例如被部分遮挡的行人、穿着遮盖其体形的服装的行人或身高不
足 80 cm 的行人。该功能无法在所有的情况下识别到所有的骑车人，例如，它无法识别到部分遮挡的骑车人、体形受到遮盖的骑
车人或从侧面驶来的骑车人。驾驶员始终有责任保证以正确方式驾驶并且根据车速保持行车安全距离。

如何调整座椅？
驾驶汽车前正确调整好驾驶员座椅的行驶位置 - 切勿在驾驶中调整。确保座椅处于锁止位置，以防紧急制动或遭遇事故时发生人
身伤害。

如何调整方向盘？
驾驶汽车前调整好方向盘（调整座椅后）- 切勿在驾驶中调整。 

如何连接至互联网*？
使用互联网进行数据传输（产生数据流量），可能需缴纳相应费用。启用数据漫游功能则可能会产生额外费用。请向您的网络运
营商咨询有关数据流量费用的问题。通过汽车调制解调器连接：为了避免在每次起动车辆时必须输入 PIN 码，可通过在汽车调制
解调器选项下取消选择锁定 SIM 卡，停用 PIN 码锁定。通过 Wi-Fi 连接：请注意某些电话在断开与车辆的连接后将会关闭网络共
享。因此在下一次使用时需要重新启用电话中的网络共享。

如何清洁皮革内饰*？
一些染色衣物（如牛仔裤和皮制衣物）可能会导致内饰褪色。切勿使用烈性溶剂 – 否则可能会损坏内饰。 

AUX/USB* 端口和 12 伏插座的位置在哪里？
如果一次使用通道控制台内的一个 12 V 插座，则最大输出电流为 10 A (120 W)。如果同时使用通道控制台内的两个插座，则每个
插座的最大输出电流为 7.5 A (90 W)。行李箱内的 12 V 插座的最大输出电流为 10 A (120 W)。

更多有关您的汽车的信息，请登录 www.volvocar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