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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  

感谢您对东风标致的信任，  

感谢您选购东风标致车辆  。  

东风标致蓝色关爱  

将一直伴随您的爱车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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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驾驭它，先要了解它 
新车基本使用常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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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保期及三包期 

三包有效期：2 年或5 万公里（以先达到者为限） 

包修期：3 年或12 万公里（以先达到者为限） 

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电机控制器包修期：8 年或15 万公里（以先达到者为限） 

三包有效期和包修期根据《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的日期起计算，该日期应由东风标致授权销售服务商在本手册的“三包

凭证”上注明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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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警告灯识别常识(一） 

停车警告灯：当此灯常亮，并伴有其它报警指示，同时发出蜂鸣警告，显示屏上出现提

示信息时，请立即安全停车，关闭发动机，联系东风标致授权销售服务商告知情况 

系统故障：当此灯常亮，请立即安全停车，关闭发动机，联系东风标致授权销售服务商告

知情况 

充电电缆已经连接：当此灯常亮，请立即安全停车，关闭发动机，联系东风标致授权销售

服务商告知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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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警告灯识别常识(二） 

动力电池电量低（一级电量低）：当此灯常亮，并伴随有声音信息提示，查看续航里

程，尽快将车辆充电 

动力不足（二级电量危急）：当此灯常亮，动力电池电量危急，车辆动力不足。电机动

力逐渐下降，请对车辆充电。如果警告灯仍持续点亮 , 请立即联系东风标致授权销售服务商 

行人提示音：当车速小于 30km/h 时，行人提示音会提醒其他道路使用者，注意车辆的存

在；当此灯常亮，行人提示音故障，请立即到东风标致授权销售服务商处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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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部件标识 ！ 

请勿触碰带有此标志的部件，恐有触电危险 带高压电警告标识 

高压部件，请勿拆卸外盖 高压器件警告标识 

动力电池标签 显示动力电池基本信息 

高压线束标识 内置高压线，请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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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控制功能(电动车） 

解锁 / 锁止车辆 

车辆搜索 

开启 / 关闭空调 

空调预约管理 

电池充电管理 

查看动力电池剩余电量和续航里程 

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上的 [ 东风标致智行 ] 应用程序使用这些功能 : 



出 行 前 ， 安 全 检 查 不 可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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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电能 轮胎 充电方式及使用介绍 制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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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仪表\多功能显示屏“能量流”选项展

现了电动传动系统的实时运行状况 

检查电能 

每种驾驶状况的能量流都有特定的颜色 : 

A. 蓝色：消耗能量 

B. 绿色：能量回收 

确认仪表盘无电池系统报警信息 

出车前应检查剩余电量，建议充电至

50%~100%电量再出车 

1.所激活的驾驶模式 

2.电机 3.动力电池电量 

4.能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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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系统 

检查刹车片，一般刹车片厚度磨损到3毫米左右就应该

更换，建议到4S店做专业检查 

雨水增多，空气湿度大，制动液含水量也相应增多，易

导致制动衰退，腐蚀制动系统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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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 

注意观察轮胎外观以及轮胎磨损线，若发现有鼓包

或磨到标记线，请及时更换轮胎 

保持正常胎压，避免因胎压不足引起的油耗增加和

轮胎非正常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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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方式及使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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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指示灯含义 

指示灯状态 

白色 -  常亮 

蓝色 -  常亮 

绿色 -  闪烁 

绿色 -  常亮 

红色 -  常亮 

指示灯含义 

充电口初始照明 

预约充电 

正在充电 

充电结束 

运行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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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 

1. 挡位推置 “P”挡，按下电子驻车制动；起动开关转至“OFF”  

2. 打开充电口盖板，取下充电口罩，充电指示灯点亮，且为白色 

3. 按下充电枪上的防脱按钮取下防护罩；将充电枪对准并完全插入交流充电口中，

锁止车辆并听到“咔”的响声，确认充电枪被锁止，红色充电枪锁止指示灯常亮 

4. 按照充电桩使用要求 , 开始充电，充电指示灯变绿灯闪烁 

5. 充电开始，仪表上“充电电缆连接指示灯”点亮，充电进度在组合仪表上显示 

6. 充电指示灯变为绿色常亮，表明充电完成 

充电电缆连接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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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激活： 

        将挡位置于“P”挡，施加电子驻车制动 

        将起动开关转至“OFF”位置； 

        打开充电口盖板, 取下充电口罩, 充电指示灯点亮, 且为白色； 

        将车辆连接到所需的充电设备上, 充电开始, 充电指示灯变绿灯闪烁;  

        在20 秒内，按下预约充电按钮激活系统, 此时充电停止, 充电指示灯变为蓝色；  

        到设定的充电时间时，车辆会自动开始充电（中途从车上脱开充电枪将干扰预约充电） 

预约充电 

1. 设置预约充电： 

        在“电能”菜单界面选择“充电”选项 

        设置充电开始时间 

        点击“OK”确认，保持系统设置 

 

 

 

 

 

 

 

 

 

注意： 

-  预约充电功能跟公共充电桩不相容 

- 车未上锁或已上锁并开始充电，但

少于20秒，按下预约充电按钮将停止

充电 



欣 赏 沿 途 风 景 的 同 时 ， 驾 驶 安 全 不 可 轻 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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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使用小技巧 
(含空调快速除雾) 

涉水路面 

车辆发生事故时 车辆发生火灾时 

驾驶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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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模式选择 

电动车有运动模式、标准模式、节能模式选择 驾驶模式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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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空调使用小技巧 

根据“热气上升、冷气下沉”的原理： 

夏季应将前、后排出风口角度调整为向上送风； 

冬季应将前、后排出风口角度调整为向下送风。 

自动空调开启 

打开空调，温度调低，待车内温度下降后，

再调至自适温度。 

夏季 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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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快速除雾 

 

 

 

 

 

 

 

 

 

 

 

 

 

手动除雾 自动除雾 

外循环 

前风挡 

最高温（夏冷冬热） 

开制冷 

大风量 

关风口 

按下“自动除雾”键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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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功能根据您预先设定的日期和时间启动空调系统，调节到预设的温度。（预设温度不可更改，约21°C ) 

 

 

 

 

 

 

 

 

 

 

 

 

 

 

 

 

 

 

空调预设 

操作 

进入空调界面，点击“选项”菜单： 

选择“空调预约” 

    点击“+” 进行设置 

    选择想要进入车辆的日期与时间，点 "OK”键

确认 

    点击“ON”启动此程序。空调预约大约在所设

置时间的前45分钟开始，之后保持10分钟。 

运行条件 

空调预约只有在点火开关未接通且车辆锁止的情况

下才能运行。 

    当动力电池电量低于 50% 时，预约功能不启用。 

    如果启用了多个时间设置（例如，从星期一 

到星期五），并且在不使用车辆的情况下连 

续执行过两次预约功能，则功能将会停用。 

    所设置的时间需距当前时间至少 45 分钟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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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水路面 

不知水深时，严禁涉水行驶 

车辆部分或全部浸没水中时：若时间允许，请保持车辆的挡位处于“P”挡，关闭车上的电器设备，施加电子驻车

制动，关闭起动开关，并及时离开车辆；若时间不允许，请立即关闭起动开关，并离开车辆 

在车辆打捞前必须等待水面无气泡和滋滋声产生，电量耗尽后才能进行打捞作业，以防触电 

！ 



C2普通商密，仅供内部培训使用，请勿外传 

车辆发生火灾 

车辆发生火灾时: 对轿车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或磷酸铵盐类干粉灭火器, 禁止用水灭火 

动力电池、电控、高压线等高压零部件不可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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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发生故障时： 

     确保车辆的挡位处于“P”挡，施加电子驻车制动，关闭起动开关，离开车辆并与授权服务商联系 

车辆发生事故时： 

     若时间允许，请保持车辆挡位处于“P”挡，关闭车上的电器设备，施加电子驻车制动，关闭起动开关，并及时离开车辆 

     若时间不允许，请立即关闭起动开关，并离开车辆 

车辆发生事故 ！ 



实 用 爱 车 小 技 巧 ， 话 不 多 说 ， 盘 它 ！  

C2普通商密，仅供内部培训使用，请勿外传 



目录 

/// 纯电动车型基本使用常识 

/// 出行前准备 

/// 行驶中注意 

/// 其他相关使用事项 

C2普通商密，仅供内部培训使用，请勿外传 



C2普通商密，仅供内部培训使用，请勿外传 

安全用电须知 台风/暴雨灾害天气用车 寒冷地区充电注意事项 

对续航里程影响的因素 高温天气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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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在安全的环境（防潮、防高温的环境）下充电。充电前请确保车辆充电口和充电枪内没有水或异物，金

属端子没有生锈或者腐蚀。若存在这些情况，不要进行充电操作。 

在充电口遭到碰撞，即使是轻微碰撞的情况下，也禁止充电。因为不正常的端子连接可能导致短路或电击，威

胁生命安全。 

充电过程中 , 如果车辆或充电桩发生明火、异常气味或冒烟等突发情况 , 请立即按下充电桩上的红色“急停开

关”, 停止充电并及时与授权商联系。 

为了避免造成人身伤害，车辆在充电时，要有以下防护意识： 

    – 不要接触车上的充电口或者枪内的金属端子； 

    – 当遇到雷电天气情况时，不要给车辆充电或触摸车辆，被雷电击中可能导致车辆的充电装置损坏，甚至造

成人身伤害。 

充电结束后关闭充电口盖，不要让充电枪连接在充电口上。 

安全用电须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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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辆充电时，建议不要开启空调设备，这样会加速动力电池损耗和无法充满电。 

当环境温度低于 0℃时，充电效能降低，所以充电时间比正常时间要长。 

如果外部温度低于 -10° C，为了避免低温对动力电池损伤 , 尽量在车库或地下室充电。 

在充电之前 , 先开启暖风 , 以加速动力电池升温 , 然后再进行充电。 

处于低温环境下的车辆，建议前一次行车完毕后，就进行充电，车身温度在25℃~45℃时，充电速率相对较快； 

寒冷地区充电注意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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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暴雨灾害天气用车 ！ 

雨天行车，尽量保持低速行驶 

发现仪表盘报警，应停车检查车辆，必要时联系4S店处理 

路面积水严重时，禁止强行通过； 

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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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暴雨灾害天气用车 ！ 

禁止停放在高压线及广告牌下，避免车辆受损 

禁止停放在低洼区域，避免车辆被积水泡淹 

意外情况下车辆遭遇泡水，禁止再次开启钥匙门，及时联系4S店处理 

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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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暴雨灾害天气用车 ！ 

应选择有雨棚和高地势的地方充电 

充电时禁止雨水淋到充电枪，引发车辆故障报警 

充电时车辆遭遇泡水，应立即切断总电源，及时联系4S店处理 

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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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天气用车 ！ 

空调会增加电量消耗，续航里程变小，属于正常现象 

发现仪表报警时，应靠边停车，联系4S店处理 
行车 

优先选择阴凉区域，尽量避免太阳直射，远离热源 

禁止车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如打火机、香水、带电设备等 
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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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续航里程影响的因素 ！ 

行驶速度 

如果以130km/h 高速等速行驶，满电状

态下的续航里程约比NEDC值减半 

驾驶习惯 

平顺加速和启用B档‘能量回收’可能提升15%的续航里程 

上坡耗能大；下坡能回收能量； 

(脚一离开加速踏板，电机即变为发电机开始回收能量) 

季节气温 

春冬季节的气温不同，可能对续航里程

产生35%左右的差异； 

检查胎压 

胎压不足会导致阻力加大，耗能增加 

设备/配件能耗 

开启空调加热/制冷，对续航里程有10 -30%的影响； 

但其它电子设备对续航的影响较小 （收音机，灯光，雨刮等） 

行李 

行驶中开启天窗，或是在车顶承载行李会加大风阻，能耗大； 

以下因素会对纯电动车的实际续航里程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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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狮友汇公众号，点击-狮粉资讯，进入-车辆使用指南即可观看车辆功能视频 

狮友汇公众号 

序号 产品名称 

1 车辆按键说明 

2 多功能显示屏及控制键 

3 手机映射 

4 定速巡航 

5 限速功能 

6 交通标示识别功能 

7 无钥匙进入 

8 驾驶前准备 

9 空调 

10 灯光  

11 蓄电池 

12 间接式胎压监测 

13 补胎操作 

14 充电（e2008） 

15 空调预约及空气净化系统（e2008） 

16 导航（e2008） 

17 主动盲点监测（e2008） 

18 电子换挡杆（e2008） 



///  THANK YOU 
MER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