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LYSION《常见使用问题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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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1.当风速档位较高时，空调鼓风机处于较高转速，风力较大，可能会产生风噪声，
这是正常现象；
2.当车内气温达到舒适温度时，使用1、2档风速，既能保持舒适，又能保持安静。

01、炎热的夏天如何快速制冷？

1、开启空调，设置为AUTO，

2、将温度调至最低，风量调至

最大。

3、选择 内循环，并选

择 出风模式。

指示灯亮（内循环）

夏天车辆长时间暴晒后，车内温度可能达到60℃以上。此时，请先打
开车门、车窗排出车内的热气，再按照如下步骤操作：



02、如何快速清除前挡和车窗玻璃上的雾气

1. 按下按钮 打开空调系统。

2. 按下 按钮（指示灯熄

灭）。

3. 雾气消除后，再次按下

按钮关闭系统。

起雾的原因：

当车内或车外潮湿的暖空气遇到冷的玻璃，就会在玻璃表面形成微小

的水珠、形成雾气，这是自然现象。

快速除雾的步骤：

温馨提示：除雾过程中，请确保A/C开启，以达到最好的除雾效果。

外循环（指示灯熄灭）用除雾模式开启空调



03、为什么不开空调，出风口还会有风吹出？

因为空调进气为外循环模式，当汽车行驶时，车外的空气会顺

着空调的管道进入车内。

1、当车外空气清新时，使用外循环模式，可以有效保持车内空气新鲜，预防车窗起雾；

2、当车外空气污染时，请使用内循环模式。

温馨提示：

指示灯熄灭
外循环



04、如何减少空调送风的异味？

空调送风异味的来源：

1. 车内有食物、烟头或劣质汽车用品散发的异味

2. 空调工作时，通风管道和蒸发器有水汽积聚、凝结，易滋生霉菌，

产生异味；

3. 空调滤芯长时间使用后，会积聚水汽、灰尘等，产生异味。

减少空调异味的方法：

1、外界空气清新时，采用外
循环,使车内空气保持流通

2、熄火前3~5分钟，关闭空调，
保持鼓风机继续吹风，使空调
系统干燥，防止霉菌滋生

3、感觉到异味很重时，
建议到4S店检查，必要
时清洁或更换空调滤芯

请勿使用非东风本田纯正用品等容易产生异味的汽车用品（如脚垫、座椅套等）

※温馨提示：

只关闭空调

显示A/C OFF



05、车内为什么会有气味？如何降低？

新车气味的原因：
如同新装修的房子，新车内饰材料也会释放出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新车使

用初期，尤其在高温天气下有机化合物释放速度快；
车内空间小，如果长时间密闭，气味不能及时排出车外，
会导致气味积聚。
（随着车辆的长期使用，异味会逐渐减少直至消失）

1、新车使用初期，上车前可先打开车门、车窗散发气味；同时可以在车内放
置竹炭包、橘子皮、柚子皮、橙子皮等 消除异味。

如何降低新车气味：

2、请勿使用非东风本田纯正汽车用品（例如：脚垫/座椅套等） ；
3、行驶时适当采取通风措施，及时排出车内异味：

勤开窗
通风

放置竹
炭包

放置柚
子皮等

• 车速低时开窗通风；
• 外界环境空气质量较好时，多采用外循环模式。



06、如何调节汽车的时钟？

带有信息显示屏的车型
1. 重复按下 （ 旋钮至显示时钟调整画面，时钟显示开

始闪烁。
2. 转动 旋钮调整时间。

(向右旋转增加分钟,向左旋转减少分钟)
3. 按下 设置时间。

带有综合信息显示屏的车型
1. 按 按钮选择车辆设置，然后按SEL/RESET按钮。
2. 按 按钮直到显示屏上出现时钟设置。
3. 按下 SEL/RESET 按钮。
4. 按下 按钮直至显示屏上出现调整时钟，然后按
下 SEL/RESET 按钮。
5. 按下 按钮调整小时，然后按下SEL/RESET按钮。
6. 按下 按钮调整分钟，然后按下SEL/RESET按钮。

配备导航的车型
通过音响系统自动更新时钟，因此无需调节时间。

当车辆处于通电状态，可以调节时钟显示的时间。

受汽车石英钟工作原理限定，时钟会出现误差，这是正常现象；请定期进行手动校正。

温馨提示：

带信息显示屏车型

带综合信息显示屏车型



07、什么情况下收音效果不好？

※温馨提示：

ELYSION的收音机能存储12个FM电台和6个AM电台，您可以通过搜索按钮选择

您喜爱的电台，并进行相应存储。（具体参考《用户手册》）

3.请不要加装非东风本田纯正用品的导航，因为非本田纯正导航附带的收音机
可能接收信号差，导致您在使用的时候出现杂音或搜索频道较少等现象。

1.收音效果会受到所在地信号强弱或干扰/屏蔽的影响，在下列情况下收音机可
能会出现杂音或收不到台：

高架桥下在高层建筑密集区在郊外/偏远山区/高速/城市边界区

•所在地离发射塔较远或信号较弱 •所在地受信号干扰或屏蔽

过隧道/地下停车场

2.建议在收音杂音或收不到台的情况下，重新收台以获取并存储当前信号最强
的电台或使用U盘、蓝牙播放音乐；



08、主机与智能手机的蓝牙连接方法

主机与智能手机蓝牙连接后，可实现蓝牙音乐、蓝牙电话等功能。

 连接步骤：
1. 将智能手机蓝牙打开，并对附近的蓝牙设备可见。
2. 主机做如下操作：

3. 此时智能手机弹出提示框蓝牙配对请求，点击配对。
4. 等待直至蓝牙设备弹出“连接成功”。

点击蓝牙音频（或点击设置→点击连接→选择蓝牙）→点击选项 →
将蓝牙开启/关闭状态设置为“开启”→点击“+连接新设备”→选择设备

※温馨提示：
1.在连接手机前或操作显示的应用时，请将车辆停在安全区域；
2.并非所有手机均与本系统兼容；
3.系统并不能显示智能手机上所有可用的应用。

*以智能屏互联系统的蓝牙连接为例



09、Honda CONNECT智导互联系统的使用方法

 Honda CONNECT智导互联系统（1.1版本）可实现智能导航、医疗救援等服务。

 若您对Honda CONNECT的使用方式仍有疑问，可以使用微信扫描

右侧二维码，获取《智导互联系统用户手册》。

 为保证导航质量，请及时更新离线地图，避免因信号不好导致

导航不准。

在每个页面均有“紧急救援”
图标 。
1. 救援团队拨打手机确认；
2. 自动发送汽车所在位置。

医疗救援

本田导航伴侣可连

接车机端，提供更

多功能
手机APP

手机互联智能导航

最快

最近

路线规划

1. 自动定位，寻

找车辆位置；

2. 手机规划路线，

发送至车机端。

我的车位

1.实时在线地图，同时支持离
线地图在线更新；
2.智能路线规划，规避拥堵路
段；

进入方法：主界面 ->        ->           -> 离线地图离线数据

当前城市有更新

※该功能并非适用于所有车型



10、如何保养雨刮，延长雨刮的寿命？

※温馨提示：
当刮水时出现横条纹时，请用玻璃清洗液清除雨刮片胶条和玻璃上
的异物；若擦拭后横条纹还是不能清除，请更换雨刮片。

雨刮片为橡胶制品，容易出现磨损和老化，影响刮水效果。
建议定期更换，保证行车安全。

雨刮保养小知识：

1、及时补充专用的玻璃清洗液，避免干刮；

2、及时清理雨刮片和玻璃表面的异物；

3、炎热夏天或冰雪天气、车辆长时间不使

用时，可以将雨刮臂抬起，减缓雨刮片的

老化。



11、如何调节前照灯的照射距离？

车辆通电状态，转动仪表板左下部的前照灯角度调节拨盘，近光灯的角
度有相应的变化。调节拨盘上的编号越大，
前照灯与地面的角度越小，照射距离越近。

条件 拨盘位置

•1名驾驶员
•1名驾驶员+1名前排乘客

0

•前后排共5名乘客 1

•前后排共5名乘客+行李箱有行李 2

•1名驾驶员+行李箱有行李 3

※温馨提示：
以上调节方式，仅限有手动调节开关的车型。没有配备前照灯调节开关的车型
有自动调节功能，无需手动调节。

调节时请参考以下的载荷条件：



12、为何车灯有时会起雾？

由于大灯功率较高，较长时间使用大灯会产生热量，使大灯内部

温度升高，因此在大灯后盖上设计通风孔，以便为大灯散热，同时空

气也可通过该通风孔吸入大灯内。

雨中驾驶或洗车后，大灯的灯罩内外存在温差，大灯内的潮湿空

气遇到温度较低的灯罩，便可能凝结成雾附在大灯表面。

此现象类似于下雨天家里玻璃会起雾，是一种自然现象，不会影

响大灯的照明功能及使用寿命。

加快车外灯具除雾速度的方法：
打开近光灯，保持一段时间，雾气就会自然消除。

灯罩内面起雾

灯内较热的
水蒸气

起雾



13、如何使用儿童门锁？

如何设置儿童门锁？

设置方法：将后车门中的拨杆杆滑至锁止

位置，然后关闭车门。

※若要取消此功能，请将拨杆向上滑至解

锁位置。

※温馨提示：

儿童门锁启用后只能通过车门外把手打开车门。若要从车内打开车门，

请在确认车门解锁后，降下后窗玻璃，将手伸出窗外拉动车门外把手即可。

无论车内门锁处于打开或是关闭状态，儿童门锁都可防止从车内打开后

车门。儿童乘车时建议使用此设置。



14、如何正确安装儿童保护系统？

如何安装儿童保护系统？

①在后排座椅上找到标记 下方的下固定点；

②将儿童保护系统放置在车辆座椅上，并将其安装在下固定点

上；

③将座椅头枕升至最高，将固定点箍带穿过头枕支柱，并将固

定点箍带钩固定在固定点上，并确保箍带未扭曲；

④紧固儿童保护系统的固定点箍带；

⑤前后左右摇动儿童保护系统以确保其牢牢固定；

⑥确保儿童能触及到的所有未使用安全带均已扣上。

※以下情况可能导致严重伤害，请避免实施以下操作：
• 在受正面安全气囊保护的座椅上放置后向儿童保护系统；
• 多名乘员共有安全带，例：将一根安全带同时系在您和儿童身上。

为保证儿童的乘车安全，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强烈建议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

儿童保护系统，并将儿童保护系统正确约束在后排座椅上。

兼容下固定点的儿童保护系统

※配备第二排电动座椅的车型，需要从座椅上拆下扶手，拆卸方式

详见用户手册



15、胎压标识粘贴在哪里，标准胎压是多少？

轮胎气压标准的标识粘贴在驾驶员侧车门的门框上，见下图：

温馨提示：日常用车时，请将轮胎气压充至标准范围内。

胎压不在标准范围时：
1、胎压不足会造成轮胎磨损不均匀，还会影响燃油经济性；
2、胎压过高时在不平路面上行驶会产生颠簸；存在爆胎的危险；还会造成轮
胎磨损不均匀；
3、四个轮胎气压不一致时会造成方向不正和车辆跑偏的现象。

• 轮胎气压标识



16、哪些情况下胎压监测系统指示灯会点亮？

 胎压监测系统工作原理：

通过监测和比较车辆行驶时的车轮滚动半径和旋转特性，

以此判断轮胎是否缺气，而非直接测量各轮胎的压力。

当系统监测到异常时，胎压监测系统指示灯将点亮，并且

驾驶员信息界面上将会出现信息提示。

 每次执行以下操作后，必须进行胎压监测系统校准：

 当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时，胎压报警指示灯可能点亮：

※温馨提示：如果已安装常规尺寸且正常充气的轮胎，且已对车辆进行校准，胎压监测系
统指示灯仍点亮，请将车辆送至东风本田汽车特约销售服务店检查。

• 调整一个或多个轮胎胎压；

• 轮胎换位；

• 更换一个或多个轮胎。

• 任何一个轮胎胎压低；

• 使用了紧凑型备胎；

• 调整胎压或更换轮胎或轮胎换位后，系统未校准；

• 系统校准后，有较重或不均匀载荷在轮胎上时。



校准前需参照胎压标识（粘贴在左前门框上），进行四轮冷胎胎压调整确认。

17、如何进行胎压监测系统校准？

校准注意事项：

•校准过程需要以40~100km/h的速度累积行驶约30分钟；

•在此期间，如果发动机在启动状态下，并且车辆在45秒内未移动，将会发现胎压监测系

统指示灯短暂点亮。这是正常现象，此现象表示校准过程还未完成。

 配备配备综合信息显示屏的车型：

 配备信息显示屏的车型：

 胎压监测系统校准步骤：

可以通过综合信息显示屏上的个性化功能校准系统。

1. 按下 按钮选择车辆设定，然后按下SEL/RESET 按钮。

2. 按下 SEL/RESET 按钮。

3. 按下 按钮并选择校准，然后按下SEL/RESET 按钮。

长按胎压监测系统按钮，直到胎压低/ 胎压监测系

统指示灯闪烁 2 次，表示校准过程已开始，校准过

程自动完成。



18、为什么怠速启停系统无法激活？

1、不符合安全条件：

①驾驶员安全带未系；

②陡坡上停车。

2、系统认为没有临时停车意愿：

①转动方向盘；

②换档杆位于D档以外位置。

3、空调在特定工作状态下：

①正在除雾；

②空调温度处于Hi档或Lo档位；

③气温控制系统在运行，外部温度低于-20℃

或高于40℃。

4、车辆没有达到比较理想的工作状态：

①蓄电池电量偏低或内部温度偏低；

②发动机冷却液/变速器油液温度过低或过高。

5、配备驾驶模式的车型，当驾驶模式处于SPORT模式下时，怠速启停不激活。

 以下情况怠速启停系统无法激活

怠速启停系统为提升燃油经济性，当车辆停止时，发动机根据环境和车辆工作条件自动
停止，此时指示灯（绿色）点亮。

※具体参考《用户手册》

•怠速启停系统无法激活：

•怠速启停系统作动过程：

发动机自动停止 发动机重新启动

怠速启停指示灯
（绿色）点亮



19、为什么已经怠速停止的发动机会自动启动？

1、不符合安全条件：驾驶员安全带解开了。

2、系统认为车辆有准备起步的趋势：

①松刹车踏板；

②转动方向盘；

③换档杆由D档切换至除N档外其他档位，

或是从N档切换至D档。

3、空调状态发生变化：

①开启除雾功能；

②气温控制系统在运行，设置的温度与实际车内温差较大。

4、车辆状态发生变化：蓄电池电量偏低。

5、配备驾驶模式的车型，当选择SPORT模式时。

 以下情况怠速停止的发动机会自动启动：

怠速启停系统为提升燃油经济性，当车辆停止时，发动机根据环境和车辆工作条件自动
停止，此时指示灯（绿色）点亮。

※具体参考《用户手册》

•怠速启停系统作动过程：

发动机自动停止 发动机重新启动

怠速启停指示灯
（绿色）点亮



20、定速巡航的使用方法

在高速公路或开阔的道路上使用巡航控制，无需将脚放在加速踏板上，即可
保持恒定车速，也可以在匀速行驶时稍微加速或减速。

1. 启用巡航：按压CRUISE按钮，此时仪表中
CRUISE MAIN灯点亮；

2. 巡航速度调整：按压方向盘上的RES/+和
-/SET按钮进行加速或减速，每按压一次，车速
增加或减少约1.6km/h；

达到40km/h以上时，松开加速踏板并向下按
-/SET 开关，CRUISE CONTROL 灯点亮，此时
巡航开始。

3.取消巡航：按压方向盘上的CANCEL按钮或
CRUISE按钮或踩刹车踏板。

温馨提示：

1、巡航控制使用不当会导致车祸，仅在天气好、开阔的高速公路上行驶时使用巡航控制。
2、处于 ECON 模式时，可能需要相对较长时间加速达到设置车速。

※仅限有定速巡航配置的车型



21、如何驾驶才能更节油？

 节油驾驶小技巧：

1、避免急加速和急减速，避免长时间停车不熄火；

2、高速行驶时应尽量关闭车窗和天窗；

3、车内不要放置较重且长期不用的物品；

4、正确保养车辆、保持良好车况；

5、定期检查并保证轮胎气压处于标准值；

6、使用《用户手册》建议粘度的发动机机油。

※温馨提示：

1、开启ECON模式可通过调节发动机、气温控制系统和巡航控制的性能来提高燃油经济性；

2、可持续行驶距离是根据过往平均油耗，估算剩余燃油可行驶的距离，可能会有变化波
动，这是正常现象。

工信部公布的油耗跟实际油耗为什么有差异？

工信部油耗测试工况包含4个市区循环和1个市郊循环，其测算公布的油耗与日常油耗

会有差异。原因主要有三点：

①测试是在实验台架上进行，与实际驾驶路况有较大差异；

②测试工况均为匀加速、匀速和匀减速等行驶模式，与实际驾驶员的驾驶习惯差异较大；

③测试条件是在环境温度25℃，且不开空调、灯光、音响，与实绩驾驶情况差异也较大。

耗的影响；

短、里程少

市区工况： 9.9   L/100km

综合工况： 7.9   L/100km

市郊工况： 6.9   L/100km

<示例>：车辆油耗标识（2.4L 汽油版 ）



22、ABS 作动时的现象

1、ABS：防抱死制动系统，能防止车轮抱死，使汽车在制动状态下
仍能转向，保证汽车的制动方向稳定性，防止产生侧滑和跑偏。

2、作动时机：紧急刹车或者在雨天、冰雪路面等低附着系数的路

面刹车时，ABS系统可能会作动。

3、作动现象：ABS系统作动时，制动踏板会传来连续振动，并伴有

“哒哒哒”的声音，这是正常现象，无需担心。



23、如何操作才能使制动效果更好

东风本田ELYSION车型制动系统特点：

1、踏板前半段行程比较柔和，可以防止“点头”和“被追尾”，

乘坐舒适性好；

2、踏板后半段行程灵敏性高，具有更好的制动力操控性。

需要快速减速时，应快踩、深踩制动踏板，尽量不用点刹。

温馨提示：为了安全驾驶，请注意控制好车速和车距。

制动踏板操作方法的效果差异

制动距离长

制动距离短

·缓慢轻
踩或点踩

·快踩、
深踩，不
用点刹



24、制动保持系统的使用方法

 制动保持系统操作方法：

① 开启系统

※以CVT车型为例，MT车型操作
方法，请详见《用户手册》

正确系紧座椅安全
带，然后启动发动
机。按下制动保持
按钮。

踩下制动踏板，
完全停车。换
档杆必须置于P、
R以外的位置。

当系统开启时，
再次按下制动保
持按钮。

制动保持系统可以在车辆临时停车释放制动踏板后，仍能保持车辆施加制动。

② 激活系统

③ 取消系统

换档杆位于P或N
以外的位置，踩
下加速踏板。

④ 关闭系统

※注意事项：

1.每次启动发动机时，制动保持系统默认为关闭状态；

2.请确保驾驶员安全带系好，否则制动保持系统将无法工作；

3.当在陡坡或是湿滑路面停车时，切勿激活制动保持系统或依赖它来保持车辆静止。在

陡坡、湿滑路面或使用制动保持系统停车时，可能会造成车辆意外移动，造成车祸，导

致车内人员严重受伤或死亡。

自动制动保持按钮

自动制动保持按钮



25、CVT车型如何正确驻车？

※温馨提示：

1、如果不按照以上顺序进行操作，CVT车型在坡道停车时，变速箱的P档会承受

车辆的部分载荷，再次起步换挡时会有“咚”的一声，对变速箱齿轮有磨损。

2、施加/解除电子驻车制动时，可能会听到电子驻车动作声音，并伴随制动踏板

轻微抖动，这是正常现象。

第1步 第2步 第4步

·踩住刹车踏板，
保持车辆静止

·将换挡杆推至
“P”档

第3步

·松开刹车踏板·慢慢且牢固地按下
制动开关，施加驻车
制动，保持车辆静止

正确的施加驻车制动的步骤

电子驻车制动开关



26、如何解除电子驻车制动？

 手动解除方法  自动解除方法

踩下制动踏板

拉起电子驻车制动开关

※温馨提示：

1、只有在车辆通电的情况下，才能解除电子驻车制动；

2、驾驶员安全带未系好，无法自动解除电子驻车制动；

3、施加/解除电子驻车制动时，可能会听到电子驻车动作声音，并伴随制动踏板
轻微抖动，这是正常现象。

驻车制动解除方法

电子驻车制动开关

踩下加速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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