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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

驾驶手册中的安全说明

由于我们对车辆的创新与开发从未停止，因此
您的车辆的实际装备与规格可能与本手册中图
示或描述的内容有所不同。
在我们出售的车辆中，某些装备的部件可能属
于选装配置，或者根据法律要求或国家 / 地区的
不同而有所不同。您的保时捷中心将竭诚为您
提供有关此类装备的改装建议。
如果您的保时捷安装了任何本手册中未描述的
装备，您的保时捷中心将竭诚提供相关的正确
操作及保养建议。
由于各个国家 / 地区的法律要求不同，您车辆上
的装备可能与本手册中的描述略有不同。

本驾驶手册中包含各种不同类型的安全说明。
严重或致命伤害
h

驾驶手册

未遵守 “ 小心 ” 类别中的安全说明可能导致中度
或轻度伤害。

本 《驾驶手册增补》不能代替 《驾驶手册》。
您可以在 Cayenne 的 《驾驶手册》中找到有关
您的车辆的更多信息。请尤其注意警告及安全
说明。

危险

未遵守 “ 危险 ” 类别中的安全说明会导致严重或
致命伤害。
h 警告

可能会导致严重或致命
伤害

未遵守 “ 警告 ” 类别中的安全说明可能会导致严
重或致命伤害。
h 小心

可能导致中度或轻度
伤害

注意

可能造成车辆损坏。
未遵守 “ 注意 ” 中的安全指南可能导致车辆损坏。

信息
附加信息、技巧及说明均作为 “ 信息 ” 出现。
请仔细阅读信息并遵循相关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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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h 危险

因高电压而造成电击

高压车辆电气系统和高压蓄电池中的电压非常
危险。触摸受损的高压电缆、高压蓄电池或电源
电子装置会导致致命的电击。
混合动力系统的所有部件均用警告标签进行了
标记。高压电缆为橙色。
f 不要对高压车辆电气系统、橙色高压电缆、
高压蓄电池、电源电子装置或空调压缩机执
行任何作业。
f 不要打开或拆下高压蓄电池的橙色护盖。
f 切勿损坏、拆卸橙色高压电缆或将其从高压
车辆电气系统上断开。
f 不要触摸混合动力系统中损坏的部件 （例如
在发生事故后）。
f 切勿拆下高压蓄电池。
h 警告

其他道路使用者不易
觉察您的车辆

在某些情况下 （例如，在需保持交通宁静的区
域，在倒车或停车时），其他道路使用者可能无
法听到您的车辆发出的声音。
f 驾驶时要非常小心。

警告标签
混合动力系统的部件用警告高电压的警告标签
进行了标记。

f 任何情况下均不得拆下混合动力系统部件的
护盖，这些部件用警告标签进行了标记。
在发动机舱中，发动机舱前部横梁上贴有黄色
的警告标志，用于警告不要触摸混合动力系统
部件。

以电动方式运行时，车辆产生的行驶和运行噪音
较使用内燃机时小得多。

f 任何情况下均不得撕下、污损警告标签或
警告标志，或使其无法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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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并联式重混合动力驱动装置
Cayenne S Hybrid 是一款并联式重混合动力
车辆，借助传统内燃机或完全依靠电力驱动。
并联式重混合动力驱动装置允许车辆在全部
三种混合动力工作模式下运行：
– 由内燃机和电机共同驱动。
– 完全由内燃机驱动。
– 在内燃机分离并关闭的情况下，由电机驱动。
电机不驱动车辆时，可以充当发电机，并产生电
能，用于为高压蓄电池充电或为辅助系统提供
动力。此外，电机还发挥起动机和交流发电机的
功能。

自动起动 / 停止功能
在车辆 “ 滑行 ” 或静止等不需要内燃机的情况下，
自动起动 / 停止功能会自动关闭发动机。
所有主要的车辆系统 （如制动系统和转向系统
的液压回路以及空调）都是电力驱动的。它们在
内燃机关闭时也可使用。

混合动力部件概图
A 内燃机
3.0 升 V6 机械增压发动机，采用直接燃油喷射。
B 蓄电池冷却进气道
用于冷却高压蓄电池的乘客舱抽气装置。
f 请参见第 16 页。
C 高压蓄电池
完全集成的高气密性免维护镍氢蓄电池。
f 请参见第 16 页。
D 电源电子装置
用于为 12 V 车辆电气系统供电的变压器，以及
用于将高压蓄电池的直流电压转换为交流电压
以使电机运转的脉冲控制逆变器。
E 混合动力模块，包括电机和分离式离合器
带发电机和起动机功能的三相同步单元，用于
电力驱动和能量回收。内燃机与电机之间的分
离式离合器，用于分离和接合发动机。
F 高压电缆 （橙色）
用于为混合动力部件供电的安全电缆。

Cayenne S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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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通过混合动力车辆实现省油驾驶
此概述不能代替本驾驶手册增补中提供的详细信息，
尤其是不能用其代替警告信息。

我必须做什么？

f 专心驾驶，提早停止加速。
f 有意将脚从油门踏板上移开，以允许较长的
“ 滑行阶段 ”。

f 利用最高约 156 km/h 的车速进行 “ 滑行 ”。
f 以最小踏板行程进行长时间的均匀制动。
f 限制 E-Power 按钮的使用。

f 限制 “Sport” （运动）模式的使用。
f 避免在节气门全开时加速。
f 减少挡风玻璃暖风 / 加热式后窗、挡风玻璃
除雾和座椅加热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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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生什么？
车辆动能充分用于前进。
没有因过度制动或加速而造成能量浪费。
过剩速度用于使车辆在不消耗任何能量的情况下进行滑行。
内燃机自动关闭。
可在内燃机自动关闭的情况下以最高约 156 km/h 的速度高效 “ 滑行 ”。
车辆几乎完全由充当发电机的电机制动。同时产生电能，用于为高压蓄电池充电。
混合动力系统设计为可在正常模式下自动实现最低耗油量。打开 E-Power 按钮时，高压蓄
电池快速放电可能会增加耗油量，这是因为即使利用内燃机驱动车辆可能更节约燃油，车辆
此时仍会侧重于使用蓄电池的能量。
在启用 “Sport” （运动）按钮时进行运动型驾驶会增加耗油量。在 “Sport” （运动）模式下，
只有车速不超过约 70 km/h 时，才可在内燃机自动关闭的情况下高效 “ 滑行 ”。
温和加速期间，内燃机的效率更高，因此可降低耗油量，并且车辆更有可能完全依靠电力
驱动行驶。
这会节省高压蓄电池的能量，从而可利用这些能量驱动车辆。

概述 – 驾驶提示
此概述不能代替本驾驶手册增补中提供的详细信息，
尤其是不能用其代替警告信息。

我想要做什么？
利用电力驱动起步

节气门全开 / 加速

以恒定车速行驶和 “ 滑行 ”
（无驱动）

回收 / 再生制动能量

我必须做什么？

会发生什么？

f 将 Tiptronic S 选档杆置于位置 D。
f 松开脚制动器。
f 只需轻踩油门踏板。

如果达到混合动力系统的运行条件，车辆就会以电动方式起动。
内燃机仅在较高车速下才会开启。

“Sport” （运动）模式关闭：
f 油门踏板强制降档已启用。
“Sport” （运动）模式打开：
f 将油门踏板踩下约 80%。

f
f
f
f

专心驾驶。
加速时加以约束。
尽快停止加速。
将脚完全从油门踏板上移开，
以实现 “ 滑行 ”。

f 以最小踏板行程提前进行均匀制动。

在加速过程中电机为内燃机提供辅助。内燃机和电机共同为
加速过程提供最大动力。

车辆动能充分用于前进。没有因过度制动或加速而造成能量
浪费。
在将脚从油门踏板上移开时，内燃机自动关闭并分离。车辆在
无驱动力的情况下向前滑行。
当电机充当发电机时，车辆得以制动。在此过程中，大部分
动能被回收并可作为电能存储在高压蓄电池中。

Cayenne S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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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在各种情形下实现省油驾驶
此概述不能代替本驾驶手册增补中提供的详细信息，
尤其是不能用其代替警告信息。

我想要做什么？

我必须做什么？

在城市道路上驾驶

f 专心驾驶，有约束地加速，并以最小踏板
行程提前进行平稳制动。
f 以中速驾驶。
f 限制 E-Power 按钮的使用。

f 限制 “Sport” （运动）模式的使用。
在乡村公路或高速公路上驾驶

f 有意将脚从油门踏板上移开，以允许较长的
“ 滑行阶段 ”。
f 通过减少加速而不是通过制动来降低车速。

f 避免使车速超过约 156 km/h。
在寒冷季节驾驶

f 不要在车辆静止时预热发动机。
f 减少加热式后窗 / 车门后视镜加热以及座椅

会发生什么？
– 车辆动能被充分用于前进。没有因过度制动或加速而
造成能量浪费。
– 完全依靠电力运行，车速最高可达到约 60 km/h。
– 打开 E-Power 按钮时，高压蓄电池的快速放电会增加
油耗。
– 启用 “Sport” （运动）按钮时，采用运动型驾驶方式会
增加耗油量。
– 在将脚从油门踏板上移开时，内燃机自动关闭并分离。
车辆在无驱动力的情况下向前滑行。
– 可以进行 “ 滑行 ”。以此利用过剩速度比在制动过程中
回收能量更加经济。
– 能够以最高约 156 km/h 的车速高效 “ 滑行 ”。
– 车辆静止时不会供油。
– 高压蓄电池的能量会被储备用于驱动车辆。

加热和方向盘加热的使用。

f 夜间将车辆停在车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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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了高压蓄电池的突然冷却。开始驾驶后，可更快地
达到高压蓄电池的理想温度范围。

混合动力系统的运行条件
如果满足以下条件，则电机可用于提供额外动
力，也可完全用于驱动车辆：
– 高压蓄电池已充分充电。
– 冷却液和机油温度至少为 15 °C 左右。
– 高压蓄电池的温度既不过低，也不过高。
– 系统识别到驾驶员在车内 （驾驶员侧车门
关闭且驾驶员安全带已系好）。
– 发动机舱盖已关闭。
如果识别到驾驶员且发动机舱盖已关闭，但不
满足混合动力系统的运行条件，则多功能显示
器的 “ 混合动力 ” 菜单中会显示信息 “ 需要发动
机运转 ”。

警告信息
混合动力系统或电动转向的故障或失效由仪表
板中多功能显示器上的黄色或红色警告指示。
有关警告符号和警告提示的信息：
f 请参阅第 23 页的 “ 警告信息综述 ” 章节。

驾驶时的混合动力功能和工作
模式
以下所述的功能和工作模式是由车辆控制系统、
混合动力管理系统根据车辆的操作状态自动设
置的。这可确保车辆始终处于最佳工作模式。
此处的例外是由驾驶员启用的扩展电力驱动。
有关扩展电力驱动的信息：
f 请参阅第 15 页的 “ 扩展电力驱动 – E-POWER
按钮 ” 章节。

混合动力车辆的起步
在从静止正常加速和以最高约 60 km/h 的车速
驾驶时，只要混合动力系统准备就绪（例如，高
压蓄电池已充足电），即可通过电机驱动车辆。
内燃机仍保持关闭状态。
如果需要更多动力，则内燃机会自动开启。

加速 / 超级加速
在全力加速过程中，电机为内燃机提供支持，两
者共同驱动车辆。这种工作模式称为超级加速，
并且由于能耗很大，因此仅供短暂使用。
超级加速模式通过以下方式启用：
– 在选档杆处于位置 D 时强制降档，或
– 在 “Sport” （运动）模式下将油门踏板
踩到底。

以恒定车速驾驶
通过内燃机驱动
车辆通过内燃机有效驱动。电机充当发电机并
为 12 V 车辆电气系统供电。如有必要，还可同
时为高压蓄电池充电。此外，为高压蓄电池充电
还会使内燃机在较高的负荷范围内运转，在此
范围内燃机达到最大效率，并能更有效地利用
消耗的燃油。这种工作模式称为负荷点转移。

Cayenne S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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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驱动
根据高压蓄电池的电量，车辆能够以最高约
60 km/h 的车速完全依靠电力驱动行驶。内燃机
处于关闭状态。小心的驻车操作通常也可通过
纯粹使用电力实现。在强力加速时或达到高压
蓄电池的充电阈值时，内燃机会自动开启。如果
驾驶员的加速方式和高压蓄电池的电量允许，
车辆可再次通过电力驱动行驶。

“ 滑行 ” （无驱动）
如果不需要内燃机的驱动力 （例如，在高速公
路上有过剩的速度时），内燃机会与传动系统分
离并自动关闭。
在内燃机关闭和分离的情况下能够以最高约
156 km/h （“Sport” （运动）模式下最高约
70 km/h）的车速滑行。
如果需要更多驱动力（例如超车时），则内燃机
会自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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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 / 能量回收

起动混合动力车辆

对车辆进行制动后，此时电机充当发电机，可产
生电能并存储在高压蓄电池中。在车辆超越传
动或下坡行驶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可通过将点火车匙或控制单元 （保时捷免钥匙
进入系统）转到点火锁位置 2 起动车辆。
1. 踩下制动踏板。
2. 将 Tiptronic S 选档杆移动到位置 P 或 N。
3. 将点火车匙或控制单元转到点火锁位置 2。
如果混合动力系统准备就绪，在起动车辆时，
可采用两种准备就绪模式。

混合动力车辆的停止
车辆停止时，内燃机通常会自动关闭。个别情况
下可能需要使内燃机怠速运转，例如当高压蓄电
池电量不足或需要较多地使用暖风或空调时。
f 请务必通过踩下脚制动器或将选档杆移动到
位置 P 使车辆保持静止，即使在内燃机自动
关闭时也是如此。否则车辆将开始缓慢行进。
信息
当车辆挂上档 （Tiptronic S 选档杆处于位置 D、
R 或手动模式）并准备行驶时，如果驾驶员侧车
门打开，则将对车辆进行制动，在车辆静止时电
动停车制动器将自动锁止。

内燃机运转时的准备就绪
如果不符合电力驱动的运行条件，内燃机就会
在起动车辆时以正常方式启动。
转速表会指示怠速转速。您可以正常起步。

内燃机不运转时的准备就绪 –
“READY” （就绪）显示
如果满足电力驱动的运行条件，则内燃机即使
在车辆已起动后仍保持关闭状态。
转速表的指针移至 “READY” （就绪），并发出
信号音。您可以正常起步。
有关 “READY” （就绪）显示的信息：
f 请参阅第 9 页的 “ 转速表中的 “READY”
（就绪）显示 ” 章节。

仪表板上的显示
A E-Power 表
请参见第 10 页。
B “READY” （就绪）显示
请参见本页内容。
C 多功能显示器上的能量流
请参见第 10 页。

信息
Cayenne S Hybrid 未配备机油压力指示器。
在混合动力车辆中，机油温度显示位于 E-Power
表下方。
h 警告

使用混合动力显示

使用混合动力显示可能会分散您对路况的
注意力。
f 仅在交通状况允许及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才可以在驾驶时使用混合动力显示。

A 车辆已起动且内燃机关闭
B 点火开关关闭

转速表中的 “READY” （就绪）显示
“READY”（就绪）指针位置指示车辆处于电力驱
动就绪状态。
当车辆已起动，系统检测到车内有驾驶员 （驾
驶员侧车门关闭且驾驶员安全带已系好）且内
燃机关闭时，转速表指针在以下情况下会指向
“READY” （就绪）：
– 车辆静止时 （发动机处于自动停止状态）
– 滑行时
– 车辆完全依靠电力运行时

Cayenne S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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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机在 “READY” （就绪）状态下自动起动
当车辆在内燃机关闭的情况下准备就绪
（“READY” （就绪））时，内燃机在以下情况下
会自动开启：
– 混合动力系统未达到或超过了其工作温度。
– 高压蓄电池电量不足。
– 发动机舱盖打开。
– 系统未检测到车内有驾驶员（当 Tiptronic 选
档杆处于位置 P 或 N 时驾驶员侧车门打开或
驾驶员安全带锁扣松开）。

多功能显示器上的混合动力菜单
混合动力系统的当前工作状态以及高压蓄电池
的电量在仪表板的多功能显示器上指示。
有关多功能显示器的信息：
f 请阅读 《驾驶手册》。
1. 在主菜单中选择 “ 混合动力 ”。
彩色箭头说明内燃机、高压蓄电池和车轮之间
的能量流动：
– 橙色箭头
能量从内燃机流出。
– 蓝色箭头
能量流出或流入高压蓄电池。
– 灰色箭头
无能量流动。
蓝色电量条的数量显示蓄电池的电量。

E-Power 表
E-Power 表指示电机的功率，电机用于驱动车辆
(E-POWER) 或为高压蓄电池充电 （“CHARGE”
（充电））。
“CHARGE”（充电）指示器区域：能量回收 / 再生
电机充当发电机并为高压蓄电池充电 （例如，
制动过程中）。
指针位置 0
指针处于位置 0 时，电机不启用 （例如在车辆
停稳时发动机自动停止之后）。
E-POWER 指示器区域：电力驱动
电机驱动车辆（单独驱动或与内燃机共同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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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内燃机驱动
内燃机驱动车轮。

通过内燃机驱动并为高压蓄电池充电
内燃机驱动车轮并通过电机为高压蓄电池充
电，此时电机相当于发电机。
同时为高压蓄电池充电会将内燃机的负荷点向
上移动。因此，内燃机在最佳效率范围内工作。

通过内燃机和电机驱动
内燃机和电机同时驱动车轮 （例如，在超级
加速过程中）。高压蓄电池在此过程中放电。

Cayenne S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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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静止而内燃机运转
车辆静止。内燃机通过电机为高压蓄电池充电，
此时电机充当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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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机驱动
高压蓄电池为电机供应电能，并由此驱动车轮。
高压蓄电池在此过程中放电。

停止模式
内燃机关闭，例如，车辆静止时发动机处于自动
停止状态。

保时捷通讯管理系统 (PCM) 中
的混合动力显示
混合动力显示提供有关混合动力系统各部件之
间的能量流动信息，以及有关内燃机自动关闭
情况下行驶时间长度的统计信息。
使用混合动力显示
h
警告

使用混合动力显示可能会分散您对路况的
注意力。
f 仅在交通状况允许及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才可以在驾驶时使用混合动力显示。

1. 按下 “CAR” （车辆）按钮。
2. 通过按下
混合动力显示。

图标，选择所需的

可用的混合动力显示：
– “ 混合能量流 ”
显示内燃机、高压蓄电池、混合动力模块和
车轮之间的能量流动。
– “ 混合动力零排放 ”
内燃机自动关闭情况下行驶时间长度的统计
信息 （电力驱动、停止模式、滑行和能量
回收）。

有关保时捷通讯管理系统 (PCM) 的信息：

f 请参见单独成册的 PCM 操作说明。

信息
“ 混合动力零排放 ” 显示指示不产生排放的行程
时间。

能量回收 / 再生或滑行
电机充当发电机并为高压蓄电池充电 （例如，
制动或滑行过程中）。

Cayenne S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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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能量流
“ 混合能量流 ” 显示通过动画箭头指示瞬时能量
流动。该显示包括内燃机、高压蓄电池、混合动
力模块和车轮。
蓝色电量条的数量显示蓄电池的电量。

能量流动的方向和类型通过不同颜色的符号
指示：
– 橙色三角形
内燃机处于开启状态。产生的能量在车辆行
驶时用于驱动车辆。车辆静止时，该能量用
于为蓄电池充电。
– 蓝色三角形
来自高压蓄电池的能量用于驱动车辆。
– 蓝色和橙色三角形
同时利用来自蓄电池和运转的内燃机的能量
驱动车辆。
– 绿色三角形
车辆处于超越传动状态 （例如在下坡时）或
正通过电机的制动作用制动车辆，此时电机
充当发电机。产生的能量用于为高压蓄电池
充电。
– 从混合动力模块到蓄电池的蓝色箭头
正在对高压蓄电池充电。
– 从蓄电池到混合动力模块的蓝色箭头
来自高压蓄电池的能量用于以电力驱动车辆
或其他负载，例如电动空调压缩机。

混合动力零排放
“ 混合动力零排放 ” 用于显示有关当前行程的统
计信息：
– 以图表形式说明内燃机关闭时间的图形显
示。此处，内燃机的停止时间以百分比显示，
间隔为 5 分钟。
– 以分钟和秒为单位的内燃机关闭时间总和。
信息
车辆保持静止约 2 小时 （点火开关关闭）后，
内燃机关闭时间显示会自动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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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电力驱动 – E-Power 按钮

扩展电力驱动的自动中断

按下 E-Power 按钮可启用扩展电力驱动。
电力驱动的阈值得以扩展。如果混合动力系统
的状态允许，车辆可以更强劲地加速并依靠电
力行驶最长约 2.0 km 的距离。

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时，内燃机开启会中断
扩展电力驱动：
– 高压蓄电池电量不足。
– 驾驶员过度加速。
多功能显示器 “ 混合动力 ” 菜单中的 “E-Power”
标志变为灰色。
如果不再出现上述情况，扩展电力驱动会自动
恢复。
多功能显示器 “ 混合动力 ” 菜单中的 “E-Power”
标志变为蓝色。

信息
扩展电力驱动可使车辆特别安静地行驶且不会
产生废气排放，例如，在居民区或多层停车场内
行驶时。连续使用 E-Power 按钮可能导致耗油量
增加。

扩展电力驱动的自动停用

使用扩展电力驱动的前提条件
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才能启用扩展电力驱动：
– 高压蓄电池已充分充电。
– 驾驶员仅希望适度加速。
– 车速低于 60 km/h 左右。
– 蓄电池温度足够。

开启和关闭 E-Power

f 按下 E-Power 按钮。
开启 E-Power 功能时，按钮上的指示灯亮起。
多功能显示器的下部状态区域中出现
“E-Power 已启用 ” 标志。
多功能显示器的 “ 混合动力 ” 菜单中出现
“E-Power” 标志。
如果不满足扩展电力驱动的前提条件，则开启
E-Power 功能后，仪表板的多功能显示器上会显
示信息 “E-Power 无法应用 ”。
有关多功能显示器的信息：
f 请参阅 《驾驶手册》中的 “ 操作仪表板上的
多功能显示器 ” 章节。

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时，内燃机开启会停用
扩展电力驱动：
– 点火开关关闭。
– “Sport” （运动）模式已启用。
– 车速高于 60 km/h 左右。
– 高压蓄电池温度过高。
多功能显示器的下部状态区域中出现 “E-Power
已禁用 ” 标志。
多功能显示器 “ 混合动力 ” 菜单中的 “E-Power”
标志消失。
要重新启用此功能，必须再次按下 E-Power
按钮。

Cayenne S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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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和车辆养护
该款车辆配备了保养电脑。需要维护的情况
（例如，机油更换）在仪表板的多功能显示器上
显示。
有关保养和车辆养护的更多信息：
f 请阅读《驾驶手册》中的 “ 保养和车辆养护 ”
章节，尤其是警告和安全说明。

高压蓄电池
高压蓄电池位于行李厢的地板下面。客户不需
要对高压蓄电池进行任何保养。
高压蓄电池的维修隔离开关位于行李厢地板下
的橙色护盖下面。隔离开关仅供维修人员使用，
未接受过相关培训的人员不得对其进行拆卸。
驾驶操作过程中的任何时候都不必拔出隔离
开关。
f 请参阅第 2 页的 “ 安全注意事项 ” 章节。

“Sport” （运动）模式
启用 “Sport” （运动）模式时也可使用混合动力
系统：
– 将油门踏板踩下约 80% 时即可实现超级
加速。不必进行强制降档。
– 只有在车速低于 70 km/h 左右时 （例如，
滑行时），内燃机才会关闭。
– Tiptronic S 的换档点向较高的速度转换。
信息
扩展电力驱动 （E-Power 按钮）在 “Sport”
（运动）模式下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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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溢出的液体可能会损坏高压蓄电池和车辆电气
系统。
f 不要将大量液体 （例如，满桶的液体）放在
行李厢中运输。
f 不要使用液体清洁行李厢。

冷却高压蓄电池
高压蓄电池从乘客舱吸入冷却空气。冷却空气
进气道位于后排中间座椅的下面 （箭头）。
f 不要堵塞、阻断或密封进气开口。
高压蓄电池过热会对其性能和使用寿命造成
不利影响，进而限制混合动力功能的可用性。

加注机油
有关机油油位警告和检查机油油位的信息：
f 请参阅 《驾驶手册》中的 “ 检查机油油位 ”
章节。
保时捷建议您使用
。
适合您车辆的机油：
车辆

满足许可 1) 粘度等级 2)

Cayenne S Hybrid

3)
保时捷 A40 SAE 0W-40
SAE 5W-404)
或
VW 502 00

1)

通常，您可以在机油箱上或零售商公告中找到
与制造商许可有关的详细信息。
当前许可状态也可以从您的保时捷中心处获取。
2)

SAE 粘度等级。
适合所有温度范围。
4) 适合 –25 °C 以上的温度范围。
3)

请务必注意以下几点：
– 请仅使用保时捷认可的机油。这是确保最佳
和无故障驾驶的前提条件。
– 定期更换机油是保养工作的一部分。
请务必遵守 《保修和保养手册》中规定的
技术保养周期，特别是机油更换周期。
– 经保时捷许可的机油可以相互混合。
– 保时捷发动机不能使用任何机油添加剂。
– 发动机舱内有一个标签，上面列出了适合您
车辆发动机的机油信息。
您的保时捷中心将竭诚为您提供建议。
机油燃烧
h
警告

如果机油接触到高温发动机部件，则存在失火
的危险。
f 加注机油时要格外小心。
f 只能在发动机停机和点火开关关闭的情况下
加注机油。

机油加注点
注意

如果机油接触到传动皮带，则存在损坏的风险。
f 加注机油时要格外小心。
f 只能在发动机停机和点火开关关闭的情况下
加注机油。
1. 拧下机油加油口盖。
2. 按照多功能显示器上显示的量加注机油。
3. 小心盖好机油加油口盖。

Cayenne S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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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检查和校正冷却液液位的信息：
f 请参阅《驾驶手册》的 “ 检查冷却液液位和加
注冷却液 ” 章节，并按其中所述有关低温冷
却系统的步骤操作。

小修
除上述技术外，混合动力车辆在其他某些方面
也不同于无混合动力装置的车辆。
有关小修的详细信息：
f 请参阅《驾驶手册》中的 “ 小修 ” 章节，尤其
是警告和安全说明。

混合动力系统的紧急关闭

A 最高标记
B 最低标记

混合动力系统部件的冷却系统
除内燃机的高温冷却系统外，车辆还配备了另
一个用于冷却混合动力系统部件 （如电源电子
装置）的冷却系统。
此低温冷却系统的膨胀箱位于发动机舱的右侧
（沿行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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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危险的高电压损坏混合动力系统，
该系统会在以下情况自动关闭：
– 安全带预紧器或安全气囊在发生事故时已
启用。
– 在混合动力系统中检测到电气短路。
– 混合动力系统的插头断开。
如果混合动力系统的紧急关闭功能已启用，
则无法起动车辆。
f 切勿尝试自行重新起动混合动力系统。
请向合格的专业维修中心咨询。我们建议您
让保时捷中心执行这项工作，因为他们拥有
经过培训的专业维修人员，并且备有必要的
零件和工具。

未配备收缩式备用轮胎的车辆中的急救包

未配备收缩式备用轮胎的车辆中的工具包

配备收缩式备用轮胎的车辆中的工具包

急救包

工具包

未配备收缩式备用轮胎的车辆
急救包存放在行李厢中的一个护盖后面。

对于未配备收缩式备用轮胎的车辆，工具包
位于行李厢地板下面，高压蓄电池的右侧。

对于配备收缩式备用轮胎的车辆，工具包位于
行李厢中右侧，备胎罩的后面。

配备收缩式备用轮胎的车辆
急救包存放在收缩式备用轮胎中。
f 请务必立即更换您从急救包中取出的任何
物品。

Cayenne S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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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式备用轮胎
收缩式备用轮胎固定在载荷区上的备胎罩中。
对于配备厚垫片的车辆：
f 在后桥上安装收缩式备用轮胎之前，请务必
拆下相应的厚垫片。
有关厚垫片的信息：
请参阅 《驾驶手册》中的 “ 厚垫片 ” 章节。
有关拆卸厚垫片的信息：
请参阅 《驾驶手册》中的 “ 更换轮胎和拆卸
厚垫片 ” 章节。

从备胎架上拆卸收缩式备用轮胎
收缩式备用轮胎拆卸
h 警告
不当
收缩式备用轮胎非常重。
f 从备胎架上拆卸收缩式备用轮胎时应小心。
1. 打开备胎罩 （拉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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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工具包中的车轮螺栓扳手拧下备胎架 A。
3. 将备用轮胎连同备胎罩一起从装载区取出。

将收缩式备用轮胎安装到车辆上
1. 在对收缩式备用轮胎充气之前将其安装到车
辆上，并使车辆保持被千斤顶顶起的状态。
有关更换轮胎的信息：
请参阅《驾驶手册》中的 “ 更换轮胎 ” 章节。
2. 为轮胎充气。
有关轮胎气压的信息，请参见 “ 技术数据 ”
部分：
请参阅第 26 页的 “ 冷态 (20 °C) 下的轮胎气
压 ” 章节。
车辆失控
h
警告

4. 沿逆时针方向转动固定片 B。
5. 拆下转接器 C 和固定片 B。
6. 解开束带 D，然后取下收缩式备用轮胎。

使用收缩式备用轮胎可能会对驾驶行为产生
影响。
f 收缩式备用轮胎只能用于在紧急情况下行驶
较短的距离。
基于安全理由，应在胎面损耗标记 （轮胎
凹槽中的网纹， 1.6 mm 高）出现之前更换
轮胎。
f 切勿停用保时捷稳定管理 (PSM) 系统。
f 避免紧急加速和高速入弯。
最高允许时速为 80 km/h，由于车辆特性和
磨损程度发生变化，不得超过该速度。

f 不要使用其他车型的收缩式备用轮胎。
f 不要将您车辆的收缩式备用轮胎安装到其他
车辆上。

f 任何情况下，一辆车上都只能安装一只收缩
式备用轮胎。
使用收缩式备用轮胎之后
f 拧开气门芯，对轮胎放气。
信息
– 轮胎只有在几小时后才能恢复原样。只有轮
胎恢复原样后，才可将其放入备胎罩中。
– 只能由制造商对收缩式备用轮胎进行维修。
f 如果收缩式备用轮胎发生故障：
请向合格的专业维修中心咨询。我们建议您
让保时捷中心执行这项工作，因为他们拥有
经过培训的专业维修人员，并且备有必要的
零件和工具。

Cayenne S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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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安装收缩式备用轮胎时可能会出现噪音，具体
取决于后排座椅的位置。
f 将后排座椅移动到最靠前的位置，并将靠背
调节到垂直位置。

跨接起动
混合动力车辆可对其他车辆进行跨接起动，当
12 V 蓄电池电量耗尽时，也可由其他车辆对其
进行跨接起动。
f 请参阅 《驾驶手册》中的 “ 外部电源，跨接
起动 ” 章节。

混合动力车辆中的噪音

将收缩式备用轮胎安装到备胎架上
1. 安装转接器 C 和固定片 B。
2. 沿顺时针方向转动固定片 B，直到其达到极
限位置。
3. 将收缩式备用轮胎放入备胎罩中，固定束带
D 并拉上拉链。
4. 将备用轮胎和备胎罩抬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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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拉开拉链，使用工具包中的车轮螺栓扳手拧
入备胎架 A。
6. 使用扭矩扳手 （未包含在工具包中）检查备
胎架的紧固扭矩 (20 Nm)。
备胎架未充分紧固
h
警告

如果备胎架未充分紧固，则收缩式备用轮胎可
能从备胎架上滑脱，并在车辆制动、转向或发生
事故时因滑动而给乘员带来危险。
f 请遵照备胎架 A 的紧固扭矩 (20 Nm)。

内燃机关闭时，可能会听到发动机运转时听不
到的噪音。这些噪音是无害的，并不表示存在
故障。
f 如有疑问，请向合格的专业维修中心咨询。
我们建议您让保时捷中心执行这项工作，因
为他们拥有经过培训的专业维修人员，并且
备有必要的零件和工具。

警告信息综述
如果出现警告符号，请务必参阅本增补手册及 《驾驶手册》中相应的章节。
只有满足所有测量前提条件，才会发出警告信息。

警告符号类别
红色警告：

系统失效警告

黄色警告：

故障或系统失效警告

黄色警告：

提示信息

f 立即送至合格的专业维修中心修理或进行咨询 *。
f 到邻近合格的专业维修中心修理 *。

f 到邻近合格的专业维修中心 * 或自行排除故障。
仪表板上的
指示灯

多功能显示器上的警告标示

含义 / 需要采取的措施

混合动力系统警告

立即将车辆停在合适的位置并关闭发动机。请勿继续行驶。
请去合格的专业维修中心排除故障。 *

混合动力系统故障

请去合格的专业维修中心排除故障。 *

发电机故障

将车辆停在合适的位置并关闭发动机。请勿继续行驶。
请去合格的专业维修中心排除故障。 *

动力辅助失效

需要增加转向力。请根据变化情况调整您的驾驶方式。
请去合格的专业维修中心排除故障。 *

动力辅助故障

需要增加转向力。请根据变化情况调整您的驾驶方式。
请去合格的专业维修中心排除故障。 *

* 我们建议您让保时捷中心执行这项工作，因为他们拥有经过培训的专业维修人员，并且备有必要的零件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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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发动机数据
类型

内燃机

电机

6 缸 V 型超级增压发动机

同步电机

气缸总数

混合

6
2,995 cm3

排量
最大发动机输出功率 （根据 80/1269/EEC）
对应发动机转速

245 kW

34 kW

279 kW

5,500 – 6,500 rpm

最低 1,150 rpm

5,500 rpm

440 Nm

300 Nm

580 Nm

3,000 – 5,250 rpm

最高 1,150 rpm

1,000 rpm

最大扭矩 （根据 80/1269/EEC）
对应发动机转速
机油消耗量

最高 0.8 升 /1,000 km

最高允许发动机转速

6,500 rpm

耗油量和排放
EU 5 测量方法： 以下数据均按照欧盟指令 566/2011 的 Euro 5 测量方法在 NEDC （新欧洲行驶循环）中针对标准配置车辆测定。以上数值并非在
每部车辆上单独测试得出，不构成车辆交付时的组成部分。它们仅用于对不同的车型进行比较。有关各车辆的详细信息，请咨询您的保时捷中心。
EU 4 测量方法 （括号中的数值）： 按照 ECE-R.83 及 ECE-R.101 标准的修正版本测定。

Cayenne S Hybrid

市区
( 升 /100 km)
8.7 (8.7)

郊区
( 升 /100 km)
7.9 (7.9)

总耗油量
( 升 /100 km)
8.2 (8.2)

CO2 总排放量
(g/km)
193 (193)

行驶性能
以下技术规格指符合德国工业标准整备重量，且未配备会降低动力性能的附加装备 （例如特殊轮胎）的车辆。
最高时速
Cayenne S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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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km/h

0 – 100 km/h 加速时间

牵引挂车时的最高车速

6.5 秒

牵引挂车行驶时，应遵守所在
国家 / 地区的相关法律。

车轮，轮胎

f 对轮胎和车轮尺寸的许可建立在大量测试的基础之上。您的保时捷中心将竭诚为您提供有关当前许可状态的信息。
保时捷认可的轮胎是最适合您保时捷爱车的轮胎。
载重系数 （例如 “109”）和最高允许时速编码字母 （例如 “V”）表示此轮胎的最低要求。
安装新轮胎或更换轮胎时：请参阅 《驾驶手册》中的 “ 轮胎和车轮 ” 章节。
f 只有标有 1) 的轮胎才能确保雪地防滑链的安装间隙。使用 19/20 英寸的轮胎时，只能在后轮上安装雪地防滑链。使用 18 英寸轮胎时，如果四个
车轮上都安装了防滑链，也可以为前桥的车轮安装防滑链。安装雪地防滑链时，请遵守有关最高车速的国家法规。请仅使用保时捷认可的网纹式
或棱边式细链防滑链。
Cayenne S Hybrid
18 英寸车轮
夏季轮胎
全天候轮胎和冬季轮胎
19 英寸车轮
夏季轮胎
全天候轮胎和冬季轮胎
20 英寸车轮
夏季轮胎
全天候轮胎和冬季轮胎
21 英寸车轮
夏季轮胎

8 J x 18， RO 53
255/55 R 18 109Y XL
255/55 R 18 109V XL1)
8.5 J x 19， RO 59
265/50 R 19 110Y XL
265/50 R 19 110V XL1)
9 J x 20， RO 57
275/45 R 20 110Y XL

9.5 J x 20， RO 47
275/45 R 20 110Y XL

275/45 R 20 110V XL1)

275/45 R 20 110V XL1)

10 J x 21， RO 50
295/35 R 21 107Y XL

备用轮胎
收缩式备用轮胎

6.5 x 18， RO 28
195/75-18 106P

适用于配备保时捷陶瓷复合制动系统 (PCCB) 的车辆的
备用轮胎

6.5 x 19， RO 28

适用于配备保时捷陶瓷复合制动系统 (PCCB) 的车辆的
收缩式备用轮胎

195/65-19 106P

Cayenne S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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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态 (20 °C) 下的轮胎气压
这些轮胎气压仅适用于保时捷认可的轮胎品牌和类型。
负载条件
部分负载 = 载重量 < 260 kg
满载 = 载重量 > 260 kg
标准轮胎气压
f 应在多功能显示器上设置车辆的负载。根据车辆负载情况调整轮胎气压。
请参阅 《驾驶手册》中的 “ 在轮胎气压菜单中选择负载 ” 章节。
Cayenne S Hybrid
部分负载

冷态 (20 °C) 下的标准轮胎气压
夏季轮胎

255/55 R 18 109Y XL
265/50 R 19 110Y XL
275/45 R 20 110Y XL
295/35 R 21 107Y XL

前桥
2.6 bar
2.6 bar
2.6 bar
2.6 bar

全天候轮胎和冬季轮胎
（车速不超过 240 km/h）

255/55 R 18 109V XL
265/50 R 19 110V XL
275/45 R 20 110V XL

2.4 bar
2.4 bar
2.4 bar

收缩式备用轮胎
（车速不超过 80 km/h）

195/75-18 106P
195/65-19 10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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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载
后桥
2.9 bar
2.9 bar
2.9 bar
2.9 bar

前桥
2.6 bar
2.6 bar
2.6 bar
2.6 bar

后桥
3.2 bar
3.2 bar
3.2 bar
3.2 bar

2.7 bar
2.7 bar
2.7 bar

2.6 bar
2.6 bar
2.6 bar

3.2 bar
3.2 bar
3.2 bar

3.5 bar

车速不超过 160 km/h 时的舒适轮胎气压 （仅适用于配备轮胎气压监控系统 (TPM) 和 “ 舒适气压 ” 菜单的车辆）
舒适轮胎气压的使用条件
– 车辆必须配备轮胎气压监控系统 (TPM) 并且
– TPM 中必须有 “ 舒适气压 ” 菜单。
步骤
有关操作多功能显示器的信息以及有关轮胎气
压监控系统 (TPM) 的信息：
f 请参阅 《驾驶手册》中的 “ 操作仪表板上的
多功能显示器 ” 章节。
f 请参阅 《驾驶手册》中的 “ 轮胎气压监控系
统 (TPM)” 章节。
1. 在多功能显示器的主菜单中选择 “ 轮胎
气压 ” 并确认。
2. 选择 “ 舒适气压 ” 菜单并确认。

3. 选择 “ 舒适 ” 作为轮胎气压类型并确认。
仅在多功能显示器中有 “ 轮胎气压 ” 主菜单和
“ 舒适气压 ” 菜单的情况下，才能将轮胎设置至
舒适气压。
要将轮胎设置至舒适气压：
4. 在多功能显示器的主菜单中选择 “ 轮胎
气压 ” 并确认。
5. 选择 “ 充气信息 ” 菜单并确认。
信息
校正轮胎气压时，请仅使用 “ 充气信息 ” 显示中
给出的气压差。

6. 您可以从该显示中读取要校正的轮胎气压
并为轮胎进行设置。
h 警告

轮胎气压过低

轮胎气压监控系统 (TPM) 与装备版本有关，
“ 舒适气压 ” 菜单则与国家 / 地区有关，并非所
有国家 / 地区的车辆均有此菜单。
在轮胎气压较低时高速行驶会损坏轮胎。
f 仅可在配备轮胎气压监控系统 (TPM) 和“舒适
气压 ” 菜单的车辆中为轮胎设置舒适气压。

f 应在多功能显示器上设置车辆的负载。根据

车辆负载情况调整轮胎气压。
请参阅 《驾驶手册》中的 “ 在轮胎气压菜单
中选择负载 ” 章节。

Cayenne S Hybrid
冷态 (20 °C) 下的舒适轮胎气压

部分负载

夏季轮胎

255/55 R 18 109Y XL
265/50 R 19 110Y XL
275/45 R 20 110Y XL
295/35 R 21 107Y XL

前桥
2.4 bar
2.4 bar
2.4 bar
2.4 bar

全天候轮胎和冬季轮胎

255/55 R 18 109V XL
265/50 R 19 110V XL
275/45 R 20 110V XL

2.4 bar
2.4 bar
2.4 bar

收缩式备用轮胎
（最高 80 km/h）

195/75-18 106P
195/65-19 106P

满载
后桥
2.7 bar
2.7 bar
2.7 bar
2.7 bar

前桥
2.6 bar
2.6 bar
2.6 bar
2.6 bar

后桥
3.2 bar
3.2 bar
3.2 bar
3.2 bar

2.7 bar
2.7 bar
2.7 bar

2.6 bar
2.6 bar
2.6 bar

3.2 bar
3.2 bar
3.2 bar

3.5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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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Cayenne S Hybrid
整备重量 （取决于装备）
2,240 – 2,495 kg

根据 DIN 70020 标准
根据 70/156/EEC

1） 标准

2,315 – 2,570 kg

最大前桥载荷

2）

1,375 kg

最大后桥载荷

2）

1,600 kg

车辆总重

2)

2,910 kg

牵引挂车时 （最高 100 km/h） – 欧盟
车辆总重

3,010 kg

最大前桥载荷

1,375 kg

最大后桥载荷

1,735 kg

车顶载荷
最大车顶载荷 3）

100 kg

挂车载荷 / 车辆和挂车重量
最大牵引重量，带制动 4)
最大牵引重量，不带制动
最大车辆和挂车重量
最大牵引杆载荷
1)

3,500 kg
4)

750 kg
6,410 kg
140 kg

整备重量包括 75 kg 的驾驶员体重和行李重量。
不得超过最大车重和最大轴载荷。注意：如果安装了其他附件，则最大载荷将相应地减少。
3)
请仅使用保时捷精装配件 (Porsche Tequipment) 产品系列中适合您车辆的车顶运输系统，或经过保时捷测试和认可的车顶运输系统。
4) 不超过 12% 的最大坡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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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注容量
请仅使用保时捷认可的工作液和燃油。您的保时捷中心将竭诚为您提供建议。
Cayenne S Hybrid
包含机油滤清器在内的机油更换量

约 6.75 升

燃油箱

约 85 升，其中包括约 13 升的储备量 （可选装容量为 100 升的油箱）

燃油辛烷值

使用辛烷值为 98 RON/88 MON (V6/ 混合动力 : RON 95/MON 85) 且不含金属添加剂的无铅
燃油，可使发动机实现设计的最佳性能和最低耗油量。保时捷也承认无法保证这些燃油的供应。
如果使用辛烷值至少为 95 RON/85 MON (V6/ 混合动力 : 低于 RON 95/MON 85) 且不含金属添加剂
的无铅燃油，则发动机的爆震控制会自动适应点火正时。
使用辛烷值低于 95 RON/85 MON 且不含金属添加剂的无铅燃油可能会降低发动机功率，并增加
耗油量。
f 避免以高发动机转速驾驶。
f 务必使用当地市场中级别最高且不含金属添加剂的无铅燃油。
乙醇含量高达 10% 的燃油适用于发动机工作。使用含乙醇的燃油会导致耗油量增加。
严禁使用含甲醇的燃油。

挡风玻璃 / 大灯清洗系统

约为 4.5 升或 （对于配备大灯清洗系统的车辆） 7.5 升

Cayenne S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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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Cayenne S Hybrid
长度

4,846 mm

宽度

1,939 mm

含轮眉的宽度

1,954 mm

含车门镜的宽度

2,155 mm

处于标准高度时的车身高度， 18/19 英寸空气弹簧
处于标准高度时的车身高度

1,697 mm

处于标准高度时的车身高度 （车顶行李轨）

1,715 mm

处于标准高度时的车身高度 （车顶运输系统的托架）

1,812 mm

处于标准高度时的车身高度 （尾门开启时）

2,190 mm

德国工业标准整备重量下的高度，钢制弹簧
德国工业标准整备重量下的高度

1,700 mm

德国工业标准整备重量下的高度 （车顶行李轨）

1,718 mm

德国工业标准整备重量下的高度 （车顶运输系统的托架）

1,814 mm

德国工业标准整备重量下的高度 （尾门开启时）

2,196 mm

处于特殊地形高度时的车身高度
处于特殊地形高度时的车身高度

1,753 mm

处于特殊地形高度时的车身高度 （车顶行李轨）

1,771 mm

处于特殊地形高度时的车身高度 （运输系统的托架）

1,868 mm

处于特殊地形高度时的车身高度 （尾门开启时）

2,245 mm

最大涉水深度

500 mm1)

轴距

2,895 mm

外悬，前部

960 mm

外悬，后部

991 mm

转弯直径

11.9 m

1) 对于配备空气悬架的车辆，处于特殊地形高度时可达 55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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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了解 …
… 按下 E-Power 按钮并不足以确保非常省油的
驾驶？
E-Power 按钮只能产生短暂的省油效果。由于必
须借助内燃机给高压蓄电池重新充电，因此这
会降低混合动力系统的总体效率。
f 应只在希望进行无噪音、无废气排放的驾驶
时才使用 E-Power 按钮。
...“ 混合动力零排放 ” 显示可帮助您实现非常
经济的驾驶？
“ 混合动力零排放 ” 用于显示内燃机已关闭了
多长时间。
f 驾驶时应尽可能达到 “ 混合动力零排放 ” 显示
上的发动机最长关闭时间。
… 有很多其他小措施可帮助您降低耗油量？
安装车顶行李架、车内存在不必要的额外重量
或轮胎气压过低，都会使行驶阻力增加并因此
增加耗油量。
f 应拆卸不必要的车顶运输系统和不必要的
载重量，并确保轮胎气压适当。

… 滑行在节能方面比在制动期间进行能量回收
更有效？
在滑行过程中，车辆动能直接用于前进。在能量
回收过程中，动能先是被转换为电能，然后存储
在高压蓄电池中。随后，电机将部分存储的电能
重新转换为动能。在以上这两种转换过程中，都
有一小部分能量以热能的形式损失了。
f 在利用过剩的速度驾驶时，应将脚完全从油
门踏板上移开，以实现滑行。
… 在温暖的季节关闭空调对于降低油耗并无
帮助？
从乘客舱吸入冷空气可确保达到高压蓄电池的
理想温度范围。如果乘客舱过于温暖，则无法再
对高压蓄电池进行有效的冷却。特定的混合动
力驱动（尤其是全电力驱动）受到更大的限制。
f 应适度使用空调，但不要将其完全关闭。

… 限制高能耗负载的使用有助于降低耗油量？
电气负载在特定于混合动力的驱动模式下 （例
如，在全电力驱动期间）通过高压蓄电池供电。
这会缩小全电力驱动的续航里程。
f 少用或有针对性地使用空调、加热式后窗/车
门后视镜加热以及座椅加热和方向盘加热。
… 强力制动会造成能量浪费？
通常，在每次制动操作时，电机都会充当发电
机，将部分动能转换为电能，用于为高压蓄电池
充电。此时，电机相当于制动器。传统制动系统
仅在强力制动时才会被另行启用。在此过程中，
宝贵的能量被转换为热能，无法用于为高压蓄
电池充电。
f 应平稳而小心地制动，以充分发挥电机的
能量回收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