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车小贴士

1. 新车磨合注意事项
在最初的 1500 公里里程内：
1) 起步和驾驶操作要轻柔，尽量避免急加油
2) 发动机转速不超过 4000 转 / 分钟
3) 不要高速行驶太长时间
4) 尽量避免急刹车
5) 不要牵引其它车辆

2. 节油驾驶
不同配置的车辆“燃油消耗”显示的位置不一样：有
的显示在多功能显示屏上，（如 308/408）；有的显示在
组合仪表中央显示屏上（如 508/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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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A 代表：续驶里程、B 代表：瞬时油耗、C 代表：距离目的地距离；
右图 D 代表：行驶里程、E 代表：平均油耗、F 代表：平均车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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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1 代表：续驶里程、2 代表：瞬时油耗；
右图 3 代表：平均车速、4 代表：平均油耗、5 代表：行驶里程

2. 节油驾驶

2. 节油驾驶

燃油消耗还受到许多驾驶员无法控制的因素影响，例
如：在冬天或者恶劣气候、路面崎岖不平等条件下，燃油
消耗量会增加，但通过节能驾驶可以降低油耗。
如上图，短按雨刮顶端按钮，可切换显示内容；
长按该按钮，可将行程 1 或行程 2 信息清零。

显示内容切换顺序为：
“瞬时油耗”等信息、行程 1 的“平

优化驾驶习惯
1) 出行之前考虑好行车路线，尽量避开车辆拥挤的地区，
经常短途低速行驶油耗可能会翻倍；

均油耗”等信息、行程 2 的“平均油耗”等信息。
“瞬时油耗”表示最近几秒的燃油消耗信息，只有在

2) 起步时踩油门踏板的动作要轻柔，切忌急踩油门踏板；

车速高于 30 公里 / 小时时显示。您会发现车辆行驶过程中

3) 行驶时根据速度选择合适的挡位，不要低挡高速行驶，

该数值总是不停地变化：急加速时瞬时油耗上升明显，松

也不要高挡低速行驶。在遵守交通规则的前提下，尽量按

开油门减速时瞬时油耗下降很快。“瞬时油耗”不代表车

照经济车速匀速行驶（60 公里 / 小时至 80 公里 / 小时），

辆真实油耗水平。

可以利用定速巡航（若配备）保持匀速；

“平均油耗”是指最近一次行驶里程清零后，重新计
算累计里程内平均燃油消耗信息。如果您最近经常高速行
驶，那么平均油耗值较低；如果您最近一直在拥堵的市区
行驶，平均车速低，那么平均油耗值较高。
市区工况：

9.2

L/100KM

综合工况：

6.7

L/100KM

市郊工况：

5.3

L/100KM

工信部认证油耗（市区工况、综合工况、市郊工况）
是按照国家标准 GB/T12545.1-2008《乘用车燃料消耗
量试验方法》测定并在国家汽车管理部门备案的数据。
实际燃油消耗主要受以下四个因素影响：
①驾驶习惯；
②行驶条件（路况、天气）；

4) 高速行驶时关闭车窗可以减少空气阻力，同时保持安全
车距，避免不必要的制动，切忌停车时猛踩制动踏板；
5) 车辆长时间停止时，应将车辆熄火。

减轻车辆负荷
1) 尽量不要在车上放置无用的物品，这些物品的重量会增
加无谓的燃油消耗；
2) 车顶行李架在使用完毕后，最好及时拆除。车载每增加
100 公斤，油耗将上升 5% 左右。

遵守保养规程
1) 新车磨合期间，油耗会偏高，里程达到 3000 公里后，
才会达到最佳的平均油耗；
2) 按驾驶员进门侧的轮胎胎压标签额定值，每月检查一次
冷态胎压，不要遗漏备胎，尤其是在季节更替或负载较大

③车辆状况（负荷、保养情况、附件使用）；

的时候更要及时检查，胎压如小于标准胎压 10%，将增加

④平均车速。

5% 左右轮胎磨损，同时增加 2% 左右的燃油消耗；

2. 节油驾驶
3) 在多尘的天气或地区要缩短空气滤清器清洁保养周期，
否则将无法提供足够的新鲜空气，致使燃烧不充分油耗增
加；

3. 脚垫安全使用常识
铺装脚垫之前，一定要把原车地毯上的塑料保护膜除
去，否则脚垫容易滑动。
铺装时请将脚垫上的固定孔与地毯上的固定销卡到位、

4) 定期使用原厂燃油添加剂可以帮助节油。请遵照保养手
册的规定，利用保养指示器（若配备）查看距下次保养的

扣紧，特别是洗车以后，要检查脚垫固定孔与地毯上的固
定销是否扣紧。

里程或时间，定期保养您的爱车。如果未按规定定期去 4S
店进行保养，会增加 25% 左右的燃油消耗。

合理使用电器
1) 汽车空调工作动力来自于燃油消耗，不正确使用空调（如
空调运行时一直开窗）油耗会上升 25% 左右。建议使用空
调自动模式（若配备），它可以根据您选择的舒适度值，
自动调节并优化空调所有功能。
2) 在视野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及时关闭车灯，合理使用除雾、
霜开关及座椅加热开关，离开车辆前将随身携带的移动设

有的脚垫底部还有魔术贴和类似防滑钉类的底材辅助
防滑，铺装脚垫前要除去魔术贴的保护膜。

备断开，节约电能可以减少燃油消耗。

3. 脚垫安全使用常识

去除魔术
贴保护贴

脚垫的滑动可能引起制离合 / 制动 / 油门踏板卡滞，存
在换挡困难、制动距离变长等安全隐患。为了保证行车安全，
请使用原厂脚垫。原厂脚垫具有完全贴合的外形、合适韧度，

如果车辆铺了地胶，建议不要使用脚垫。
禁止 2 个或 2 个以上脚踏垫叠加使用，否则会因为脚

脚垫上设计有专用固定孔位，这些孔位和车辆驾驶席地毯

垫高度不合适，造成离合器踏板行程不足，造成换挡困难，

上的固定卡销是完全匹配的。另外原厂脚垫底部设计有防

而且脚垫移动会阻碍踏板操作，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

滑措施，也能起到防滑的作用。

防滑
底材

4. 轮胎安全使用常识

5. 变速器使用常识

换胎：

手动变速器

1) 更换轮胎时，不要在同一车轴上使用品牌不同、型号不同、

1) 挂倒挡时，车辆必须停稳，避免车辆溜动。

花纹不同、新旧程度差异大的轮胎（临时应急使用备胎的
情况除外）。
2) 更换轮胎后，必须对车轮进行动平衡的检验和校正，否
则会引起车辆高速行驶时剧烈抖动，造成轮胎不正常磨损。

离合器踏板踩到底等 2-3 秒，然后再挂入倒挡，更容易实
现齿轮啮合。挂入倒挡时听到“铛”的一声是正常的变速
器内部倒挡齿轮组啮合及换挡机构动作的声音，说明换挡
已到位。
2) 挂前进挡时，确保离合器踏板踩到底，变速杆推到位。

3) 使用备用轮胎行驶时，车速不大于 80 公里 / 小时。备用
轮胎只用于备用，不应长期作为行驶轮胎使用。

3) 升挡时注意控制发动机转速，冷车状态推荐在发动机转
速为 2000 转 / 分钟换挡，热车状态推荐在发动机转速为

胎噪：

2500-2800 转 / 分钟换挡，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换挡困难

胎噪是车辆在高速行驶时轮胎与路面磨擦所产生的，路况

出现的频率。

和车况决定胎噪大小，路况越差胎噪越大。另外柏油路面

手动变速器升挡推荐换挡车速如下：

与混凝土路面所产生的胎噪有很大区别。
胎噪产生的原因：

车辆配置

1.4L\1.6L 发动机
手动变速器

2.0L 发动机
手动变速器

换挡操作

升挡车速
（公里 / 小时）

升挡车速
（公里 / 小时）

1 挡升 2 挡

15-20

15-25

2 挡升 3 挡

35-40

35-40

3 挡升 4 挡

45-55

55-65

4 挡升 5 挡

65-75

80-90

●轮胎花纹间隙中空气流动和轮胎四周空气扰动形成的空
气噪音。
●胎体和花纹震动引起轮胎震动形成噪音，特别是一些轮
胎的材质偏硬，容易让车主感受到胎噪。
●路面不平造成的路面噪音，特别是行驶在坑洼的路面时，
胎面与地面的磨擦冲击产生噪音，并与挡泥板、翼子板等
部件的震动形成共鸣放大后传入车内。在不平路面上行驶
时噪音会增大，在水泥路面上行驶比在沥青路面上噪音大，
粗糙路面比细腻路面噪音大，同时开窗行驶时候听到的噪
音会更大一些，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
胎噪过大应检查轮胎胎面（是否夹石子），轮胎气压是否
正常，底盘是否有异常等。

4) 减挡操作时注意车速的控制：建议 3 挡换 2 挡不要高于
35 公里 / 小时，2 挡换 1 挡不要高于 18 公里 / 小时，此时
同步器容易实现同步后降挡。

自动变速器
只有当变速杆处于 P 挡或 N 挡时才能启动发动机。
1) 挂入 R 挡、P 挡的要点

5. 变速器使用常识

6. 空调使用与维护

车辆必须停稳，避免车辆溜动。

快速去除挡风玻璃和角窗上的水雾

2) 移出 P 挡的要点

1) 温差大、湿度大是形成雾气的两个主要原因，所以在寒

只有踩下制动踏板后才能将变速杆移出，否则会损坏变速

冷或阴雨天气，车窗容易起雾；
2) 当车内空气温度高于车窗玻璃表面温度时，车内空气中

器。
如果临时停车挂入 P 挡，踩下制动踏板超过 1 分钟，需要
先松开制动踏板，然后再次踩下制动踏板才能将变速杆从

的水蒸气遇温度较低的玻璃后会凝结形成雾。雾气的生成
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

P 挡移出。
3) 挂入 N 挡的要点
驾驶员不离开车辆短暂停车时，可以使用该挡位。车辆前
行时严禁使用 N 挡（空挡）滑行。
4) 使用 D 挡的要点
在该挡位上，自动变速器根据车辆行驶情况自动选择合适
的时机换挡，以保证燃油经济性和换挡顺畅性。在自动变

为避免影响驾驶视线，一旦挡风玻璃和角窗上起雾，
请按以下方法快速除雾：
功能

速模式下，可缓慢平稳地踩下或松开油门踏板，以获得更

具体操作
空气循环模式选择外循环

好换挡平顺性。
风向调节选择朝向前窗玻璃

5）长时间等红灯时，请将挡位换至 N 挡拉起手刹，可以
节省燃油并保护变速器。

温度调节选择最高温度
手动空调除雾
打开空调制冷开关
风量调节选择最大风量
关闭正面出风口

6. 空调使用与维护
对于空调使用中，车辆空调压缩机通常都是通过发动

自动空调除雾

按下自动除雾开关

后窗玻璃除雾

按下后风窗除雾开关

最佳的制冷效果操作方法

机附件皮带驱动的，压缩机的运行必然会消耗发动机的一

1) 炎热夏季，尤其是车辆被烈日暴晒过后，车内温度非常

小部分动力。因此，当您开空调后，您会感觉发动机不像

高。建议您进入车辆后先开窗，使内外产生对流，让车内

没开空调时那么“有劲儿”，这是所有汽车发动机在开启

热气散出去；同时开启空调，启用外循环，保持出风口向上，

空调后的正常表现。

适当时候（开窗约 5 分钟之后）再关闭车窗，切换成内循环；

6. 空调使用与维护
2) 为发挥空调的最佳效果，可根据冷空气下沉、热空气上
升的原理，在制冷时将出风口向上，使用暖风时将出风口

7. 蓄电池的使用和维护注
意事项
充入的电能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冬季比较难以启动汽
车的原因；

向下。也可根据个人习惯，合理选择头部送风、脚部送风

4) 要避免在发动机熄火的情况下长时间开灯或听广播等使

等出风模式；

用电器设备的行为。即使发动机正在运转，如果停车时间

3) 建议您每次熄火之前，请先关闭 A/C 开关（即关闭空调
压缩机），不要关闭鼓风机（让鼓风机运转 3-5 分钟，等

较长，也应该把不必要使用的电器设备 ( 车内外灯类和音响、
导航等 ) 的电源关掉。

蒸发器周围水汽被吹干后，再关闭鼓风机），这样也可以
减少空调异味的产生；
4) 选择原厂防爆隔热膜，在夏季高温天气中可以最大限度
的减小室外温度对车内温度的影响，使空调在最短时间内
达到理想的制冷效果。

8. 正确使用车门中控自动
锁止功能
1) 如果您的车辆具有自动锁止功能且该功能处于激活状态，
汽车启动后，当所有车门已关闭，车速达到 10-15 公里 /

7. 蓄电池的使用和维护注
意事项

小时，车门和行李厢门门锁会自动锁止，这样他人就不可
能从车外打开车门；
2) 激活此功能可以有效防止他人非法侵入车内，例如临时
停车时，可防止盗抢分子突然拉开车门作案。您可以根据

蓄电池作为汽车的重要部件，其日常养护至关重要。

用车情况自行设置激活或取消该功能。

1) 一般情况下，汽车蓄电池在使用 2 年左右就应该更换。
如果车辆在恶劣的条件下使用（比如：短距离、高频率用车），
更换周期需提前；
2) 平时多留意自己的爱车发出的“求救信号”。蓄电池电

9. 点火钥匙有时无法转动
原因

力不足的表现主要有：一是起动机不转或转动微弱，以致
发动机无法启动；二是前大灯比平时暗；三是喇叭音量小

1) 东风标致车辆都带有方向盘锁止功能。当停车拔出点火

甚至不响；

钥匙后再转动方向盘，转向柱就会被自动锁止，起到机械

3) 蓄电池中的电解液在低温下的活跃程度较高温环境下弱，

防盗作用；

同时电阻较高，所以低温下的储电能力也就相对较差。也

2) 当出现点火钥匙无法转动时，通常是方向盘锁止功能起

就是说相同的充电时间，在低温状态下要比在高温状态下

作用。解除方法是转动钥匙的同时来回轻轻转动方向盘，
在方向管柱上的锁舌脱开后即可启动发动机。

车内清洁小窍门

车内清洁小窍门

温馨提示

温馨提示

CAR CLEANING TIPS

CAR CLEANING TIPS

地毯清洗

清洗步骤：
①刷出地毯深处小石头等颗粒

②吸尘器除尘

③喷清洗剂于污处，稍停片刻

④软刷辅助清洗，干毛巾擦拭除污

清洗时完全放入水中浸泡刷洗，会破坏地毯内部几层不同材质的粘洗时
1.建议定期去东风标致4S店或专业汽车美容店做内饰清洁。

2.建议用东风标致配套清洁产品清洁内饰。

3.自助清洗注意事项：
1）脏污后要及时处理，时间长了，污渍会渗透到材料内部很难清洗。
2）在进行内饰清洗前，将车内照明灯、空调等电器关闭，以免液体不慎流
入，损坏电器元件。
3）勿用漂白粉浸泡，会加速材料老化。
4）清洗时，最好使用与清洗部位同色并且不掉色的干净抹布擦洗，避免二
次污染和表面刮伤。
5）材料被浸湿的区域边缘在干后易形成水渍。如在材料未干前，用半干的
抹布迅速擦拭湿区周边，与干区形成过渡区域，可降低形成水渍的机
率。

YES

NO

汽车里面最容易脏的就是地

完全放入水中浸泡刷洗，会破

毯，最好在汽车里放置配套脚

坏地毯内部几层不同材质的粘

垫。

接，且会使地毯在很长时间内
不能干透而影响使用效果。

车内清洁小窍门

车内清洁小窍门

温馨提示

温馨提示

CAR CLEANING TIPS

CAR CLEANING TIPS

皮革、塑料材质清洗

织物/绒布材质清洗

清洗步骤：

清洗步骤：

①喷清洗剂于污处，稍停片刻

①喷丝绒清洗剂于污处，稍停片刻

②干毛巾擦拭除污。

②干毛巾擦拭

③湿毛巾全面擦拭材料表面

④干毛巾吸干水分

③自然晾干

YES

NO

YES

NO

1.清洗绒毛座椅须采用专用的

1.除污时，以污渍为中心向外

1.易脏部位用配套保护用品保

1.用洗衣粉或漂白剂清洗，导

丝绒清洁剂。

擦，会使污渍区域扩大，加大

护（如门护板下部静电贴，门

致皮革产生裂纹。

2.除污时，抹布擦拭方向应由

清洗难度。

槛条，座椅套，方向盘套）。

2.直接将清洗剂喷到空调出风

干净区域擦向污渍方向，以降

2.泡在水中揉洗或刷洗，会加

2.顽固污渍，可先用丝绒清洗

口或开关上，可能会损坏电器

低污渍扩散的机率。

速植绒的脱落，影响美观。

剂软化污渍，再软毛刷轻刷清

元件。

3.清洁时抹布要干一些，织物

除。

3.使用吹风机热风吹干或在阳

内部填充物多为海绵，吸水性

3.皮革清洁后用专用皮革养护

光下暴晒，会加速材料老化。

强，浸湿后不仅很难干燥而且

剂保养。

影响材料性能。

车内清洁小窍门

车内清洁小窍门

CAR CLEANING TIPS

CAR CLEANING TIPS

温馨提示

温馨提示
物理除味小妙招

高亮材质清洗

清洗步骤：
①祛除表面灰尘

②喷清洗剂于污处，稍停片刻

③软绵布轻压吸干水分

YES

NO

用吹风机冷风/风扇/吹掉或软

使用粗纤维毛巾或夹杂固体颗

毛刷轻刷，祛除装饰件表面灰

粒的抹布用力擦拭，划伤装饰

尘。

件表面。

清除步骤：
①柠檬/橘子/菠萝：买几个水果散放在车里，OK！如果想要效果更迅速一
些，可把水果切片，放几片在空调口，再开启冷气，不久就能使车内空
气散发水果的清香。（注意不要使水果汁液滴到车内，造成新污染。）
②醋水：打一小桶清水，再加一些醋，放在车里，不仅除味还能降低车内
甲醛含量。

除污小偏方：
●最好的自然是神龙专用汽车内饰清洁保养剂！
●万一没有专业清洗剂，又急于除污怎么办？

油渍克星→洗洁精/酒精/食盐溶液
咖啡迹克星→甘油
口红克星→汽油

|
|

|

果汁迹克星→牛奶

血渍克星→白萝卜/胡萝卜+盐
霉斑克星→酒精溶液/醋水

口香糖克星→拿冰袋/冰棍敷在口香糖上，冻结后直接拿掉。
●注：以上方法适用于汽车内饰常用材料。但因清洁产品及汽车材料性能较复
杂，如第一次使用，可先在偏僻角落位置试用确定无负作用后再大面积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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