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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车主
祝贺！在车辆工作效率和长久价值方面，Club Car品牌被广泛公认为行业的领先者。阅读、理解并遵守本手册中的
技术说明，保护您的投资并提供长久可靠的优越性能。

阅读、理解并遵守本手册中的所有说明和安全预防措施，以防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风险。

对于租车双方车主，Club Car建议您确保驾驶员阅读本手册再驾车。

Club Car建议车主在购车后立即注册。在向新车主转卖时，前车主必须将本手册包括在车辆之内。车辆注册将确保
Club Car能够向车主直接传达必要信息。请将您的姓名、地址和车辆序列号发送至：

Club Car, LLC
Attention: Vehicle Registration

P.O. Box 204658
Augusta, Georgia 30917-4658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加利福尼亚州第 65号议案

警告 操作、检修和维护乘用车或越野车可使您接触化学物质（包
括发动机排气、一氧化碳、邻苯二甲酸盐和铅），这在加利
福尼亚州已知可导致癌症、出生缺陷或其其他生殖危害。为
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接触，避免吸入排气，若非必要不得保持
发动机怠速，在通风良好的场所检修车辆，并在检修车辆时
佩戴手套或经常洗手。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WWW.
P65WARNINGS.CA.GOV/PASSENGER-
VEHICLE。

经过批准的经销商和分销商
Club Car客户支持系统提供快速、周全的服务。就以下内容联系经销商或分销商：

• 附件

• 出版物

• 备用零部件

• 技术咨询

• 质保工作

要查找您附近的经销商或分销商：

• 访问 www.clubcardealer.com

• 扫描经销商定位二维 (QR)码

公司联系信息
请将书信函件邮寄至：

http://www.clubcardeal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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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 Car, LLC
Attention: Marketing Services

P.O. Box 204658
Augusta, Georgia 30917-4658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客户满意度调查

让我们听到您的声音！

您的反馈有助于我们完善出版物。您可以使用任何连接互联网的设备通过网络浏览器访问调
查。调查使用多种语言。

扫描二维 (QR)码或者键入网址 http://bit.ly/1w9uFMh以完成调查。

http://irco.az1.qualtrics.com/SE/?SID=SV_9BtQQ4Ec3zBFM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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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车辆型号和序列号
车辆序列号位于安装在乘客侧杯托下方的条形码识别标记上。

1. 两位字母代码，标识车辆型号。

2. 四位数字代码，标识型号年份和和车辆组装生产周
数。

3. 唯一的六位数字，标识在指定的型号年份生产的每
一辆车。

责任与车辆设计变更
Club Car对本手册中的错误或因使用本手册中的材料发生的意外或由此造成的损失概不负责。

Club Car保留对车辆设计进行更改的权利，而无义务对以前销售的车辆部件进行更改。

如本手册为英文版，则为制造商提供的原始说明。如本手册为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则为原始说明的译文。

车辆改装

危险 因对车辆所做改装或变更而影响车辆的乘员防护、电气系统、稳定性或操控，或提
高最大车速的行为均可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

注意 车辆改装不得违反州或联邦法规。

不得安装未经 Club Car批准的配件，或更改车辆功能以提高速度或功率。改装或安装未经 Club Car批准的配件可
造成严重的安全危险并增大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失风险。

改装可能导致保修失效。参考保修手册获取详情。

由于加装某些配件（包括但不限于升降套件、轮胎或大齿条），车辆性能特性可能发生变化。只使用经过 Club Car
批准的配件。了解配件功能及其对车辆的影响。

车辆保修
保修信息位于本手册中的保修部分。此处不包含其他明示或暗示担保。

在车辆交付之前，您的经销商或分销商已对其进行了检查。经销商或分销商还会为您提供一份填写完整的车辆保修
登记表。

政府和行业标准

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ANSI Z135

本车辆配置符合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ANSI) Z135客运车辆 (PTV)安全标准。只应在经过批准的 PTV操作区域内操
作车辆。在本手册中，“PTV”和“车辆”两词交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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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

截至本车辆从 Club Car出厂日期，本车辆配置不符合针对汽车的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 (FMVSS)或针对低速
车辆的 FMVSS 500标准。此款四轮通用车辆用于通过改善或整修过的路面运送人员及货物。

加拿大标准 ICES-002

本车辆在车辆从 Club Car制造工厂交付之日，符合当时的 CAN ICES-2 / NMB-2标准。

欧盟振动和噪音标准 PREN 15997

欧盟规范 prEN 15997用于衡量车辆振动和噪音等级。有关振动和噪音值，请参见本手册的车辆规格部分。

EUROPEAN UNION DIRECTIVES

This vehicle, when marked with a CE decal, complies with:

• 2014/30/EU

• 2006/42/CE

• 2006/66/CE

• 2014/35/CE

The following standards were used:

• EN ISO 12100:2010

• EN ISO 13857:2008

• EN 60204-1

• EN 61000-6-2:2005

• EN 61000-6-4:2007/A1:2011

• EN 60335-2-29:2004

EUROPEAN UNION LOWVOLTAGE DIRECTIVE

The 2014/35/EU Low Voltage Directive does not apply to the propulsion system of this vehicle because
the DC and AC voltages are below the minimum threshold.

出版物版权
本手册包括受版权保护的专有信息。保留所有权利。需经 Club Car, LLC明确书面准许，才能影印、复制或翻译本
手册。本出版物中包括的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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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安全信息

实践安全

101960501

! 本手册和安全识别标记都有信号标语（危险、警告、小心和注意）
和安全信息。请在驾车之前阅读、了解并遵守所有说明、安全预防
措施和安全识别标记。

立即更换缺失、破损或难以辨认的安全识别标记，以防造成财产损
失或人员伤亡。请从经销商或分销商购买更换安全识别标记。

熟悉了解当地有关车辆操作的各项法律法规。

如果对本手册或车辆所含材料存在疑问，请联系经销商或分销商。

安全信号标语
本手册和安全识别标记都有信号标语（危险、警告、小心和注意）和安全信息。请在驾车之前阅读、了解并遵守所
有说明、安全预防措施和安全识别标记。

安全信息至关重要，必须遵守。

安全警示符号用于警示可能存在人身伤害危险。遵守带此符号的所有安全信息，以防造成人
员伤亡。

安全信号标语 意义

“危险”表示将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危险情况。

“警告”表示可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危险情况。

“小心”表示可导致轻微或中等伤害的危险情况。

“注意”表示可导致财产损失的危险情况。

1
安全信息
通用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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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委员会
如果车辆是租车或是车队的一部分，Club Car建议设立安全委员会。安全委员会的主要关注点是车辆安全操作。

安全委员会目标包括：

• 批准车辆操作区域。

• 确定所有危险。

• 确定经过批准的车辆操作人员。

• 保持车辆处于安全并可使用的状况。

• 提供有关车辆安全操作的说明。

• 直观显示所有危险。

车辆安全信息

危险 如不遵守本手册中的说明，则可造成财产损失、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在操作或维
修车辆前，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用户手册。

CLUB CAR车辆不适用于保障性场所。车辆或电池充电器可造成易燃物品冒烟起
火。在易燃物品和烟气附近，不得操作车辆或电池充电器。

车辆不提供对闪电、飞行物或其他与风暴相关的危险情况的保护。风暴条件下，不
得操作车辆。停车。如遇风暴，立即下车并按当地适用的安全指南寻找躲避处。

车辆意外运行可导致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在车辆内部和周围，确保儿童始终有人
看管。

在受酒精、毒品或药物影响下，或注意力不集中时，不得驾车。

警告 电路短路可造成火灾、触电、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防止正电压与接地电路发生接
触。使用绝缘工具。

为预防撞伤，不要站立在车辆的前面或后面。

每个长座椅只坐两人。只在长座椅上乘车。不要让人在未配座椅的车辆任何部分乘
车。不要让乘客在车辆移动时将儿童抱在腿上。

只有经过培训的技师才能检修或修理车辆。即使进行简单的修理或检修，也应在电
子或机械修理方面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或经验。在进行保养、检修或配件安装时必
须遵循适当的操作说明。

车辆安全与合规识别标记

警告 确保所有安全和操作识别标都在车上正确位置。更换缺失或破损的安全和操作识别
标记。

理解并遵守所有安全识别标记。必须遵守这些识别标记上的说明，以防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危险。

用柔软的湿布清洁识别标记。请勿使用溶剂、汽油或其他化学试剂来清洁识别标记。不要按压清洗识别标记。

安全信息
车辆安全信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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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FNR  NEUTRAL (N)
 •  OFF

103783001

• 
• ON
•  FNR  FORWARD (F)

REVERSE (R)
• 
• 

47586040001

• 
•  FNR  NEUTRAL (N)
• 

1.操作说明识别标记 2.车辆移动警告识别标记

1
安全信息
车辆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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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92393001
102519301

!

• 
• 
• 
• 
• 
• 

• 
• 
• 
•  (2) 
• 
• 

3.挡风玻璃警告识别标记 4.倾翻警告识别标记

47586191001

 
ANSI / ILTVA Z135 - PTV 

 III 
103384601

• 
• 

5.车辆合规识别标记 6.水暴露警示识别标记

47624328001

47628717001

7.接线端盖危险识别标记 8.电池危险识别标记

安全信息
车辆安全信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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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47624651001

150 68 
101155301

9.行驶/牵引-装载警告识别标记 10.拖车联结装置声明识别标记

101609401

!

•  150 68 
• 

101972001

11.挤压区警告识别标记 12.装货板警告识别标记

!
105267501

• 
• 

13.儿童无人看管警告识别标记

!
105267401

•  
•  

14.紧握警告识别标记

1
安全信息
车辆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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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5267301

!

15.摔落警告识别标记

车辆安全特性

电池充电互锁

多功能蜂鸣器
车辆配备多功能蜂鸣器。以下情况下，多功能蜂鸣器发声：

• 将前进/空挡/倒挡 (FNR)控制挂到 R挡。

• 随走制动启用超过两秒。

• 由于电池充满电，再生制动性能下降。

• 电池开始充电。

• 电池电量 (SOC)为 3%或更低。

• 转向信号杆处于开启状态。

再生制动

小心 在电池充满电的情况下，再生制动期间，警告蜂鸣器运行，提醒驾驶员再生制动性
能下降。使用制动踏板控制车速。

再生制动有助于保持下坡车速对应于加速踏板位置。

在电池充满电时，再生制动性能下降。

再生制动不能在过大坡度 (>20%)上保持车辆速度。使用制动踏板控制车速。

加速踏板位置 条件

踩到底 再生制动以编程规定的最高速度保持车速。

介于踩到底与全松开之间 再生制动以对应于加速踏板位置的编程规定的最高速度百分比保持车速。

全松开

再生制动根据控制器设置执行以下两种操作之一：

• 出厂默认 -缓慢停车。

• 可选 -让车靠惯性前行。

注： 通过控制器设置控制再生制动功能。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经销商或分销
商。

安全信息
车辆安全特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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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走制动

警告 在陡坡上，随走制动不会将车速限制为 3英里/小时（4.8公里/小时）。不得驾
车驶过坡度超过 20%的坡道。

随走制动是在禁用驻车制动器时，限制车辆滑行速度的安全功能。在启用随走制动安全设备超过 2秒时，多功能蜂
鸣器发声。

注： 在随走制动功能最多可工作 12小时之前，请给电池充满电。

电池安全信息

警告 水淹电池可造成损害，包括泄露和爆炸。如果电池被淹，则在充电或使用前更换电
池。

如果打开电池，可导致触电、爆炸或火灾。电池不可维修。请勿打开电池。

国际电池安全标志
在使用、修理或检修车辆前，了解并遵守有关车辆电池的国际安全标志。

标志 意义

保护眼部

阅读并遵守操作和维护说明

请勿吸烟、不要使用明火、不要制造火花

远离儿童

1
安全信息
电池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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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 意义

电池酸危险

易爆气体危险

锂离子电池回收

锂离子电池必须与其他废物分开收集和回收。不要将锂离子电池作为生活垃圾丢弃。

有关如何正确回收锂离子电池，请联系经销商或分销商。

安全信息
电池安全信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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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测量计和显示器位置

1.塑料插塞 2.仪表板显示

仪表板显示

仪表板提供以下视觉指示：

• 电池电量 (SOC)

• 前进/空挡/倒挡控制 (FNR)位置

• 转向信号杆位置

• 消息

仪表板在钥匙开关置于下面的位置时工作： ACC， ON，或电池充电时。

背光灯在前大灯开关打开时变暗。

2
指示灯、测量计和显示器
指示灯、测量计和显示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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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说明

电池电量 (SOC)

• 仪表板在钥匙开关置于下面的位置时显示 SOC： ACC， ON，或电
池充电时。

• 100%至 10% - SOC将以 10%的增量显示

• 低于 10% - SOC将以 1%的增量显示

电池 SOC为 10%或更低。尽快为电池充电。

电池 SOC为 3%或更低。多功能蜂鸣器和前大灯（如配备）运行三次。立
即为电池充电。

电池正在充电

电池已充满

指示灯、测量计和显示器
仪表板显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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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说明

FNR置于 N

FNR置于 F

FNR置于 R

左转向信号打开

右转向信号打开

2
指示灯、测量计和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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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说明

行驶/牵引-装载开关置于 TOW-STOW（牵引-装载）

小故障。车辆将记录该事件。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分销商。

失灵故障。车辆有可能进入保护模式，只能以 7.6 mph (12.2 kmh)的速
度行驶。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分销商。

严重故障。除仪表板之外的所有部件有可能都不工作。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
分销商。

指示灯、测量计和显示器
仪表板显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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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控制速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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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速踏板 2.制动踏板

3.驻车制动器 4.钥匙开关

5.头灯开关 6.转向信号杆

7.危险灯开关 8.喇叭按钮

9.前进/空挡/倒挡 (FNR)控制 10.行驶/牵引-装载开关

加速踏板

加速踏板用于提高和保持车速。

制动踏板

制动踏板用于降低车速或停止车辆。

前进/空挡/倒挡控制

警告
在前进/空挡/倒挡 (FNR)控制换挡前，如不停车则可造成财产损失和严重人身
伤害。在前进/空挡/倒挡 (FNR)控制换挡前停车。

前进/空挡/倒挡 (FNR)控制设定车辆运动方向。

停车更换 FNR挡位。

位置 功能

F 前进

N
（中间） 空档

R 倒档

危险灯开关

危险灯开关控制危险灯操作。 位置 功能

顶部 开

底部 关闭

车辆控制
加速踏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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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灯开关

头灯开关控制头灯操作。 位置 功能

出 开

进 关闭

喇叭

喇叭按钮用于控制喇叭。喇叭按钮通过弹簧加压保持在关闭位置。按住喇叭按钮鸣笛。

注： 无法鸣笛的情况是钥匙开关拧到了 OFF。

KEY SWITCH

警告 钥匙开关可在紧急情况下用于停止车辆。不要突然关掉钥匙开关中的钥匙。

钥匙开关控制电机和电气系统。使用钥匙选择钥匙开关位置。只有在将钥匙开关拧到 OFF
（关）时，才能插拔钥匙。

位置 条件

关
在不使用车辆时的正常位置。

不可使用电池电源为电机或电气系统供电。

注： 有些电气附件独立运行，与钥匙开关位置无关。

开
在使用车辆时的正常位置。

不操作加速踏板 30分钟之后，车辆将关闭。要重新打开车辆，将钥匙转至 OFF
（关），然后再转至 ON（开）。

ACC
可使用电池电源为某些电气组件供电。不可使用电源为电机供电。

15分钟之后，车辆将关闭。

驻车制动器

警告 如不启用驻车制动器，则可造成财产损失或严重人身伤害。停车后，启用驻车制动
器直至锁定，以防车辆运动。

车辆意外运行可导致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在踩加速或制动踏板时，都会自动释放
驻车制动器。禁止猛踩加速或制动踏板。

3
车辆控制
头灯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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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车制动器是用于确保驻车期间保持车辆静止的可变位置控制。

要禁用驻车制动器，踩下加速或制动踏板。

RUN/TOW-STOW开关

警告
车辆意外移动可导致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在行驶/牵引-装载开关处于 TOW（牵
引）位置时，禁用所有电机制动功能（包括随走制动）。

在牵引、维护或长期存放期间，使用 Run/Tow-Stow开关。正常行驶时将开关设为 RUN
（行驶）。维护、长期存放或牵引时，将开关设为 TOW/STOW。

在将开关从 TOW/STOW设为 RUN（行驶）时，先等 10秒再操作车辆。

不得从 RUN（行驶）快速切换至 TOW/STOW，然后再拨回 RUN（行驶）。先等 10秒再
将开关设为 RUN（行驶）。

位置 功能

RUN 正常运行

TOW/STOW

• 卸下高压互锁保险丝。

• 安装高压互锁保险丝。

• 完成车辆维护。

• 长期存放车辆。

• 牵引车辆。

转向信号杆

转向信号杆控制转向信号灯操作。转向信号灯在开启时
会闪烁。

位置 功能

向下 左

中 关闭

向上 右

车辆控制
Run/Tow-Stow开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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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车辆特性为标准特性及可选特性。

折叠后座
折叠后座可供两人乘坐并增大载货空间。

OFF PEAK CHARGING
The vehicle charging start and stop times are programmable. Off peak charging uses the vehicles
internal clock which is also programmable. To enable off peak charging, speak with your local dealer or
distributor.

Off peak charging will operate when the key switch is set to OFF or ON. If the key switch is set to ACC,
the battery will charge.

Note: When the DC cord is connected, the battery will charge for 20 to 30 seconds to do a system
check. After 20 to 30 seconds, the charger will turn off until the set start time.

USB插座
5伏 2.1安 USB插座为便携设备提供电源和充电。USB插座不适用于数据传送。

只有在连接 USB屏蔽线的情况下，USB插座才能运行。在不使用 USB插座时，拔出 USB屏蔽线以防电池耗尽。

4
车辆特性
车辆特性危险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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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 电池充电器、电源线、插头或车辆充电器插座破损或电气连接不良可造成火灾、财
产损失、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不得将损坏的电池充电器连接到交流电源。不得尝
试修理电池充电器、电源线、插头或车辆充电器插座。有关维修，请联系当地经销
商或分销商。

警告 交流电源线连接不当可造成火灾或电击。不得使用适配器将交流电源线接入二芯电
源。将交流电源线连接到经过批准的电源。

交流电源线与错误插座连接可造成火灾、触电、财产损失、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
将交流电源线连接到经过批准的电源和插座。

电池充电器受潮可造成火灾、财产损失、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不要让电池充电器
受潮。保持充电池电器干燥。

简介
高效可靠智能连接 (ERIC)电池充电器是包括诸多优势高频充电器：

高效 • 最高 93.5%，符合加州能源委员会标准。

可靠
• 密封铝壳防止环境污染物损坏充电器内部元件。

• 广泛适用于多种输入电压范围。

智能
• 通过状态指示灯确定交流电源、充电状态和故障。

• 充电开始时发出视觉信号。

连接

• 通过 USB插座实现双向数据通信。

• 以最新充电算法更新充电器。

• 为监控充电器采集状态和条件数据。

ERIC IC650规格

制造商信息

制造商 Delta Q Technologies

型号名称 ERIC

型号 IC650-048-COMM -有显示面板

尺寸和重量

尺寸
9.9英寸（25.1厘米）长
7.3英寸（18.5厘米）宽
3.1英寸（7.9厘米）高

重量 5.3磅（2.4千克）

5
电池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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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温度

温度范围 -40° F至 149° F（-40° C至 65° C）

交流输入

电压 85至 270 VAC（最小/最大电压）
100至 240 VAC（最大效率范围）

电流 最大 7.5 A

频率 50至 60 Hz

直流输出

电压 标称 48 VDC
最大 68 VDC

电流 最大 13.5 A

ERIC IC900规格

制造商信息

制造商 Delta Q Technologies

型号名称 ERIC

型号 IC900–048–COMM

尺寸和重量

尺寸
13.2英寸（33.5厘米）长
7.0英寸（17.9厘米）宽
4.0英寸（10.2厘米）高

重量 9.6磅（4.4千克）

工作温度

温度范围 -40° F至 149° F（-40° C至 65° C）

电池充电器
ERIC IC900规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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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输入

电压 85至 270 VAC（最小/最大电压）
100至 240 VAC（最大效率范围）

电流 最大 10.5 A

频率 50至 60 Hz

直流输出

电压 标称 48 VDC
最大 68 VDC

电流 最大 20.0 A

政府和行业认证

欧盟符合性
电池充电器通过欧盟符合性 (CE)认证，符合欧盟 2014/30/EU电磁兼容 (EMC)指令、2014/35/EU低压 (LV)
设备指令、2014/65/EU有害物质限用指令、LV指令 EN 60335-1:2012和 EN 60335-2-29:2004以及 EMC
指令 EN 61000-3-2: 2014、EN 61000-3-3: 2013、EN 61000-6-2: 2005和 EN 61000-6-4: 2007。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电池充电器通过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认证。

注： 根据 FCC规则第 15部分，本设备经测试符合 A类数字设备限制。此类限制旨在提供合理保护，以在工业
环境下操作设备时免受有害干扰。本设备产生、使用并可辐射射频能量，如果不按说明书册安装和使用，
可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在居民区内操作本设备很可能造成有害干扰，这种情况下，用户需要自费
解决干扰问题。

国际防护等级认证
电池充电器通过 IP66国际防护等级 (IP)认证。

电池充电器外壳通过 IP46国际防护等级 (IP)认证。

带防尘盖的电池充电器 USB插座通过 IP66国际防护等级 (IP)认证。

交流电源连接器通过 IP20国际防护等级 (IP)认证。

注： 交流电源连接器只适用于室内使用。确保所有交流电连接清洁干燥。

美国保险商实验室和加拿大标准协会
通过美国保险商实验室和加拿大保险公司认证。符合加拿大标准协会 (CSA)标准。

特性

交流电源线和插头
交流电源线有设备接地导体和接地类型插头。交流电插头必须连接到额定值正确的防弧闪接地故障断路器 (GFCI)
插座。插座安装和接地必须符合美国国家电气规范以及地方规范和法令。

5
电池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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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 IC650电池充电器可连接到 15A断路器或保险丝保护的单相电路。

仅一个 IC900电池充电器可连接到 15A断路器或保险丝保护的单相电路。

对于充电器，不建议使用延长电线。在使用延长电线时，必须采取预防措施：

• 延长电线必须适用于三芯插头。

• 延长电线长度必须尽可能短，且不超过 12英尺（3.7米）。

• 延长电线必须为三线 12号 AWG（美式线规）或 14号 SWG（英式标准线规）。

• 确保不会踩到、绊到、损坏或重压电线。

状态指示灯
状态指示灯给出交流电源可用性、充电状态和充电器状态指示。

标志 状态 条件

红色
（常亮）

充电器故障条件。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见显示面板。

橙色
（闪烁）

外部故障条件。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见显示面板。

绿色
（闪烁） USB插座开启。请勿拔出 U盘。

绿色
（常亮） 可以安全拔出 U盘。

绿色
（常亮） 充电已完成。电池已充满。

绿色
（闪烁）

正在充电。电池 SOC超过 80%。
绿色

（常亮）

关闭

正在充电。电池 SOC低于 80%。
绿色

（闪烁）

电池充电器
特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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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 状态 条件

蓝色
（常亮） 充电器接通交流电源。

下表适用于带有显示面板的电池充电器。

标志 状态 条件

黄色
（常亮） 充电器输出开启。有电击危险。

显示面板 F代码 内部故障条件导致充电过程停止。
请联系经销商或分销商。

E代码 外部故障条件导致充电过程停止。
请联系经销商或分销商。

P代码 充电器程序模式在运行。

USB代码 USB插座开启。请勿拔出 U盘。

电池充电互锁

外部电池充电器安装

小心 如果电池充电器连接不正确，则可掉落并造成财产损失和严重人身伤害。不得通过
手柄或电线悬挂电池充电器。正确连接电池充电器。

注： 本部分适用于外部电池充电器。车载电池充电器安装在车上。

在通风气流充足、指示灯可见的位置安装外部电池充电器。

需要应力消除和水滴回路，以防充电器损坏。应力消除防止交流插头张紧。水滴回路防止交流插头受水损坏。

5
电池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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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应力消除和水滴回路
1. 将交流电源线 (1)接入交流插头。

2. 提供足以实现应力消除和水滴回路的交流电源线。

3. 使用塑料电缆系绳 (2)，将交流电源线牢固系在电池充电器上。

检查和维护

电源线
使用前，检查电源线是否磨损和损坏。以下情况下，立即更换电源线：

• 开裂

• 割破

• 接线磨损

• 绝缘破损

• 连接松动

• 拼接

确保直流电源线贴有警告标签，而且警告标签清晰可读。如果警告标签缺失或破损，立即更换。

电插头和插座

注意 如果插针弯曲，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分销商进行修理。不得尝试修理交流电源线插
头或插针。

使用前，检查电插头是否磨损和损坏。以下情况下，立即更换电插头：

• 插针弯曲

• 腐蚀

• 开裂

• 连接松动

• 插针缺失

• 插针磨损

电池充电器
检查和维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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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电插头和插座

危险 在交流电源线接通电源的情况下，润滑插头和插座可造成财产损失、电击、严重人
身伤害和死亡。在交流电源线接通电源的情况下，不得润滑插头和车辆充电器插
座。

1. 从电源断开交流电源线连接。

2. 从电池充电器断开交流电源线连接。

3. 从车辆充电器插座断开直流电源线连接。

4. 使用电触点清洁剂清洁电插头和插座。请参阅制造商说明。

5. 清洁电插头和插座。

6. 使用WD-40®略微润滑电气插头和插座。

电池充电器 USB插座
由于环境污染，USB连接可能时断时续。务必安装 USB防尘盖，以保护 USB插座。

清洁 USB插座
1. 从车辆充电器插座断开直流电源线连接。

2. 从电源断开交流电源线连接。

3. 仔细清除大污染物。

4. 以短时间为间隔，使用压缩空气清除灰尘和小污染物。

5. 用棉签蘸酒精或电子清洁溶剂，擦拭清洁端口。让酒精或溶剂晾干。

6. 如果继续产生污染，则对 USB插座涂抹绝缘润滑脂。

7. 安装 USB防尘盖。

5
电池充电器
检查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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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长 114 in (289.5 cm)

宽 49.5 in (125.7 cm)

高
54.5 in (138.4 cm) - at steering wheel
80.5 in (204.4 cm) - with canopy

离地距离 6.4 in (16.2 cm)

车轮胎面
40.75 in (103.5 cm) - front wheel
39.5 in (100.3 cm) - rear wheel

轴距 67.5 in (171.4 cm)

绩效

前进速度（平整地面） 19 mph (30 km/h)

转弯半径 (SAE J695) Unknown At Time Of Print

直角通道宽度 Unknown At Time Of Print

路边 236 in (599.4 cm)

墙边 Unknown At Time Of Print

轮胎
转到批准的车轮与轮胎组件矩阵： http://www.clubcar.com了解关于轮胎类型、充气压力和车轮螺母扭矩的信
息。

电机

电机类型 30V AC motor

电机马力 4.7 hp (3.5 kW)

电池

电池类型 58V Lithium-Ion

电池数量 1

6
车辆规格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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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和振动

对操作员的驾驶噪音级别
(EN 12053–2001)

71.4 dBA (±1.5)

驾驶员座椅感受的振动
(EN 13059–2002)

0.3 (m/s²)² (±0.015)

驱动桥

油量 22 fl-oz (0.67 l)

车辆重量和负载容量

警告 如果超过车辆额定载荷，可造成财产损失、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请勿超过车辆额
定载荷。额定载荷仅限水平路面。

车辆承重过大可对车辆操控产生影响或导致部件故障，从而造成车辆失控和严重人
身伤害。不得超过车辆负载容量。

请勿在超过载货容量时进行牵引。

说明 重量

车辆干重 768 lb (348.3 kg)

车辆整备重量 881 lb (399.6 kg)

乘员容量 800 lb (363 kg)

载货容量 Not Applicable

最大牵引重量 One golf car

拖车舌头重量 150 lbf (667 N)

拖车总重 600 lb (272 kg)

车辆额定载荷 800 lb (363 kg)

车辆组合额定载荷 800 lb (363 kg)

最大车辆总重 1681 lb (762.4 kg)

最大车辆组合总重 1681 lb (762.4 kg)

车辆规格
噪音和振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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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

车辆干重 车辆干重是指未装电池的车辆重量。

车辆整备重量 车辆整备重量是指未装电池的车辆重量。

乘员容量 乘员容量是指确保安全驾驶车辆的最大允许乘员重量。

载货容量 载货容量是车辆载货区最大载货重量。载货容量包括可选设备重量。

最大牵引重量 最大牵引重量是指使用经过 Club Car批准的牵引套件，车辆可以牵引的最大重量。

拖车舌头重量 拖车舌头重量是指拖车舌头施加到拖车联结装置的最大容许重量。

拖车总重 拖车总重等于拖车重量加拖车载货重量。

车辆额定载荷 车辆额定载荷是指车辆最大承重量。此载荷包括装货板负载、货物、乘员和选装设备的
重量。

车辆组合额定载荷 车辆组合额定载荷是带拖车的车辆的最大重量。此载荷包括车辆额定载荷与拖车总重。

最大车辆总重 最大车辆总重等于车辆重量加车辆额定载荷。

最大车辆组合总重 最大车辆组合总重等于最大车辆总重加拖车总重。

6
车辆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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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 在乘员并未坐稳的情况下，驾驶车辆可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只有在所有乘员
全部坐稳的情况下，才能启动车辆。

落物可造成财产损失、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在有落物风险的情况下，不得驾车。

乘客在车辆行驶期间不得将儿童抱在腿上。

乘客不得乘坐被牵引的车辆或拖车。

警告 远离坠落物、陡坡和不稳定的表面。

突然启停和急转弯可造成财产损失和严重人身伤害。禁止突然启停和急转弯。

如果不正确维护车辆以及不进行必要的维修，则可造成车辆性能下降，导致火灾、
财产损失、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如果在定期检查或检修期间发现问题，只有在修
理后才能操作车辆。

确保在车辆运行前，所有乘客均可在车内坐稳扶好。

为防止严重人身伤害，操作期间保持全身都在车内。

本车辆并非专门为残疾人配备。车辆运行前，确保所有人都遵守警告和操作说明。

车辆操作不当可造成车辆性能下降、财产损坏、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

在车辆行驶时，为防止从车上摔落，所有乘客必须坐好并抓稳把手或扶手。在车辆
行驶时，驾驶员必须将双手一直放在方向盘上。

高速急转弯可造成倾翻、摔落、财产损失和严重人身伤害。转弯时慢速驾车。

车辆意外运行可导致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在离开车辆前或车辆维护期间，停用车
辆。

车辆并不能满足儿童安全座椅适应性的要求。需要儿童安全座椅的儿童不得乘坐本
车辆。遵守有关儿童安全的州和地方法规。

本车辆不适用于体力、感觉或精神能力降低，或者缺乏经验和知识的人员（包括小
孩），除非有人监督或者负责其安全的人员给予有关此车辆使用的说明。应该对小
孩进行监督，以确保他们不将车辆作为玩具来玩耍。

小心 只在驾驶员座椅上驾驶车辆。

只在指定区域内驾驶车辆。

只有经过授权的持证驾驶员，才能驾驶车辆。

只有在符合地方和州法律的情况下，才能驾驶车辆。

当有更高速车辆、拥堵地带或在未经平整的路面上驾驶车辆的情况下，请小心谨
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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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驾驶前安全和性能检查

概述
通过每日驾驶前安全检查表和车辆性能检查，检查车辆运行状况和性能。

如果发现车辆运行状况不佳，搁置运行。搁置运行可防止对车造成更大损坏和对人造成严重伤害。

如果车辆搁置运行，联系经销商或分销商进行维护和维修。

每日驾驶前安全检查表

检查区域 检查标准

总体

• 确保所有零件安装正确。

• 确保所有螺母、螺栓和螺钉拧紧。

• 更换缺失、磨损或损坏的零件。

识别标记

• 确保所有安全、法规和营销识别标记安装正确。

• 用柔软的湿布清洁识别标记。

• 更换缺失、磨损或损坏的识别标记。

轮胎

• 检查是否磨损和损坏。

• 更换磨损或损坏的轮胎。

• 确保胎压正确。

电池
• 确保电池充满电。

• 更换缺失、磨损或损坏的零件。

电池充电器

• 检查电线是否有破裂、连接松动和接线磨损。

• 检查插座触点和插头接线端。按需清洁。

• 更换缺失、磨损或损坏的零件。

• 确保电池充电器正常工作。

车辆性能检查 • 完成车辆性能检查。

车辆性能检查

车辆性能检查之前：

• 阅读并遵守车上所有安全识别标记和信息。

• 了解如何正确、安全操作车辆。

• 了解所有车辆控制、指示、显示和测量功能。

• 车轮朝行驶方向运动。

• 车道无障碍物。

车辆操作
每日驾驶前安全和性能检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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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性能检查期间：

• 注意听车辆发出的异常声响，如轧轧声或咯嗒声。

• 检查车辆驾乘和性能。

• 检查转向。车辆方向盘必须易于操纵，不得随意打方向盘。

• 停车必须平稳、笔直。不能踩死制动踏板。以下情况下，让经过培训的技师完成制动系统检查：

– 车辆突然转向。

– 在以适当力度踩下时，制动踏板行程过半。

– 无法停车。

要完成车辆性能检查：

1. 将钥匙转至 ON。

2. 踩住制动踏板。

3. 将前进/空挡/倒挡 (FNR)控制挂到 R。确保多功能蜂鸣器运行。

4. 松开制动踏板。

5. 慢慢踩下加速踏板。确保倒车行驶。

6. 慢慢踩下制动踏板。停车。

7. 将 FNR挂到 F挡。确保多功能蜂鸣器不运行。

8. 松开制动踏板。

9. 慢慢踩下加速踏板。确保正车行驶。

10. 全速驾车。

11. 松开加速踏板。确保：

11.A 加速踏板返回初始位置。

11.B 确保再生制动正常工作。

12. 慢慢踩下制动踏板。停车。

13. 在平整表面驻车。

14. 松开驻车制动器。

15. 尝试推车以启用随走制动。以下情况下，启用随走制动：

15.A 多功能蜂鸣器运行。

注： 再生制动运行并将车速限制为不超过 1至 3英里/小时（1.6至 4.8公里/小时）。

16. 停车。

17. 慢慢踩下加速踏板。沿着 20%或以下坡度的斜坡向下行驶，将车速提高到最大速度。

18. 确保在最大编程速度时，再生制动启用并将车速限制为最大编程速度。

19. 慢慢踩下制动踏板。停车。确保在车速低于最大编程速度时，禁用再生制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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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运动

概述
只有在阅读并理解以下信息后，才能操作车辆：

• 驾驶说明

• 指示灯

• 测量计

• 显示器

• 控制

电机启动

电机启动前：

• 阅读并遵守车上所有安全识别标记和信息。

• 了解如何正确、安全操作车辆。

• 了解所有车辆控制、指示、显示和测量功能。

• 确保所有乘客全部坐好并抓稳把手或扶手。驾驶员必须将双手放在方向盘上。

• 车轮朝行驶方向运动。

• 车道无障碍物。

• 将前进/空挡/倒挡 (FNR)控制挂到 N。

• 踩下驻车制动器。

• 未踩加速踏板。

• 车辆完全停稳。

要启动电机：

1. 将钥匙插入钥匙开关。

2. 将钥匙转至 ON。踩下加速踏板启动电机。

关闭电机
1. 松开加速踏板。

2. 停车。

3. 踩住制动踏板。

4. 将前进/空挡/倒挡 (FNR)控制挂到 N。

5. 将钥匙转至 OFF。

6. 合上驻车制动器以锁定车轮。

7. 拔出钥匙。妥善保管钥匙。

车辆操作
车辆运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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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运动：

警告 在不利于驾驶的条件下，如不降低车速，则可造成财产损失、严重人身伤害或死
亡。在湿滑草地或恶劣路面等不利于驾驶的条件下降低车速。

前进运动前：

• 阅读并遵守车上所有安全识别标记和信息。

• 了解如何正确、安全操作车辆。

• 了解所有车辆控制、指示、显示和测量功能。

• 确保所有乘客全部坐好、系紧安全带（如配备）并抓稳把手或扶手。驾驶员必须将双手放在方向盘上。

• 确保车轮朝行驶方向运动。

• 确保车道无障碍物。

• 钥匙开关拧到 ON。

• 车辆完全停稳。

要让车辆前进运动：

1. 将前进/空挡/倒挡 (FNR)控制挂到 F。

2. 松开驻车制动器。

3. 慢慢踩下加速踏板。

倒车运动

警告 倒车时，如不降低车速，则可造成财产损失、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倒车时降低车
速，禁止突然停车。

倒车运动前：

• 阅读并遵守车上所有安全识别标记和信息。

• 了解如何正确、安全操作车辆。

• 了解所有车辆控制、指示、显示和测量功能。

• 确保所有乘客全部坐好、系紧安全带（如配备）并抓稳把手或扶手。驾驶员必须将双手放在方向盘上。

• 确保车轮朝行驶方向运动。

• 确保车道无障碍物。

• 钥匙开关拧到 ON（开）。

• 车辆完全停稳。

要让车辆倒车运动：

1. 将前进/空挡/倒挡 (FNR)控制挂到 R。确保多功能蜂鸣器运行。

2. 松开驻车制动器。

3. 慢慢踩下加速踏板。

7
车辆操作
车辆运动



ONWARD LIFTED 4-PASSENGER锂离子电池型号
操作手册
TPCC01DM00ZH019（版本 A)

页码 51

减速或停车
1. 松开加速踏板。

2. 踩下制动踏板。

驻车
1. 停车。

2. 接合驻车制动器以防车辆移动。

3. 将前进/空挡/倒挡 (FNR)控制挂到 N。

4. 将钥匙转至 OFF。

5. 拔出钥匙。妥善保管钥匙。

驾驶条件

未铺路面
对于未经铺砌或平整的路面行车，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 降低车速。

• 格外小心。

上山坡道

警告 车辆倾翻可导致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牵引时或在车辆载货情况下，禁止停在山坡
上。如果载货车辆停在山坡上，禁止突然启动、向后滑行和突然停车。

在坡上，不得使用加速踏板保持车辆位置。停在坡上时，使用制动踏板保持车辆位
置。

为防止倾翻，上下斜坡时慢速直行驾驶。不得驾车驶过坡度超过 20%的坡道。

坡道启动时，溜车可造成财产损失、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使用制动踏板停住车
辆，直到传动系完全启用为止。

在上山坡道上，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 不在坡度超过 20%的坡道上驾驶。

• 在坡道上驾驶前，务必仔细查看地形。不在路面湿滑或松散的坡道上驾驶。

• 双脚不离地板。

• 在坡道上直线驾驶。

• 不成偏角驾驶。偏角使车向一侧严重偏斜。

• 保持车速平稳。切勿加速过快。

• 在坡道上载货车辆不得停车。如果在坡道上载货车辆必须停车，防止溜车或突然启停。

• 切勿高速驶过山顶。障碍物、陡坡、其他车辆或人员可能在山的另一侧。

车辆操作
驾驶条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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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山坡道

警告 为防止倾翻、财产损失和严重人身伤害，在坡上慢速驾车。

坡道启动时，溜车可造成财产损失、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使用制动踏板停住车
辆，直到传动系完全启用为止。

不建议盘山坡道驾驶。

在无法避免盘山坡道驾驶的情况下，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 不在坡度超过 10%的坡道上驾驶。

• 降低车速。

• 格外小心。

• 在坡道上驾驶前，务必仔细查看地形。不在路面湿滑或松散的坡道上驾驶。

• 双脚不离地板。

• 保持车速平稳。切勿加速过快。

下山坡道

警告 车辆倾翻可导致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牵引时或在车辆载货情况下，禁止停在山坡
上。如果载货车辆停在山坡上，禁止突然启动、向后滑行和突然停车。

为防止倾翻，上下斜坡时慢速直行驾驶。不得驾车驶过坡度超过 20%的坡道。

下坡驾驶时，使用制动踏板控制车速。

下坡时，驾驶员必须控制车速。

坡道启动时，溜车可造成财产损失、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使用制动踏板停住车
辆，直到传动系完全启用为止。

在下山坡道上，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 不在坡度超过 20%的坡道上驾驶。

• 在坡道上驾驶前，务必仔细查看地形。不在路面湿滑或松散的坡道上驾驶。

• 将车辆较重一端保持在上坡一侧。

• 双脚不离地板。

• 在坡道上直线驾驶。

• 不成偏角驾驶。偏角使车向一侧严重偏斜。

• 保持车速平稳。切勿加速过快。

• 降低车速。

• 逐渐踩下制动踏板以减慢车速。

障碍物上
不建议并应避免障碍物上驾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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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法避免障碍物上驾驶的情况下，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 在陌生区域内驾驶前，务必检查地形是否有障碍物。

• 注视前方观察地形。对危险保持高度警惕

• 在不熟悉的地形行车时，缓慢驾驶、小心谨慎。并非所有障碍物都是立即可见。

• 不在大障碍物上驾驶，例如大石块和倒下的树木。

障碍物下

警告 不得在高度低于车辆高度的物体下方驾车穿行。

不建议障碍物下驾驶。

在无法避免障碍物下行车的情况下，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 在陌生区域内驾驶前，务必检查地形是否有障碍物。

• 注视前方观察地形。对低垂障碍物（例如树枝）保持高度警惕。

• 在不熟悉的地形行车时，缓慢驾驶、小心谨慎。并非所有障碍物都是立即可见。

夜间

危险 在没有适当设备的情况下，夜间驾车可造成财产损失、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要在
夜间驾车，车辆必须装有头灯、尾灯和反光镜。

不建议夜间行车。在无法避免夜间驾驶的情况下，车辆必须有：

• 头灯

• 尾灯

• 反光镜

在无法避免夜间驾驶的情况下，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 务必打开头灯。

• 在陌生区域内驾驶前，务必检查地形是否有障碍物。

• 注视前方观察地形。对危险保持高度警惕

• 在不熟悉的地形行车时，缓慢驾驶、小心谨慎。并非所有障碍物都是立即可见。

过水

警告 涉水行驶可降低制动性能。在涉水行驶后，轻踩制动踏板检查制动性能。如果车辆
减速不正常，继续踩制动踏板，直到制动性能恢复正常为止。

不建议并应避免过水行车。

在无法避免过水驾驶的情况下，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 降低车速。

• 格外小心。

• 水深超过 3英寸（7.62厘米）时不得驶过。

车辆操作
驾驶条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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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 车轮或轮胎出现损坏可造成财产损失、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切勿尝试修理车轮或
轮胎，请联络当地经销商或分销商进行修理。

警告 车辆意外运行可导致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在离开车辆前或车辆维护期间，停用车
辆。

只有经过培训的技师才能检修或修理车辆。即使进行简单的修理或检修，也应在电
子或机械修理方面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或经验。在进行保养、检修或配件安装时必
须遵循适当的操作说明。

如果不正确维护车辆以及不进行必要的维修，则可造成车辆性能下降，导致火灾、
财产损失、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如果在定期检查或检修期间发现问题，只有在修
理后才能操作车辆。

车辆载货时，不得在车辆传动系统上方工作。

在维修车辆或电池充电器时，切勿穿宽松的衣服或佩戴配饰（如耳环、手表、链子
等）。

每次只能抬升车辆的一端。使用最低举升能力为 1000磅（454千克）的适用起
吊设备。请勿使用起吊设备将车辆停留在举升位置。使用承载重量适当的经过批准
的千斤顶来支撑车辆，并楔住车轮使之固定在地板上。

如果拔出或更换电线，确保接线与线束布线和安装得当。如果布线和安装不当，则
可造成车辆故障、财产损失、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

小心 在维修车辆时，佩戴安全眼镜或经过批准的护目装备。当靠近电池时，佩戴橡胶手
套。

停用车辆

警告 车辆意外运行可导致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在离开车辆前或车辆维护期间，停用车
辆。

1. 在坚实的平整表面驻车。

2. 合上驻车制动器以防止车辆移动。

3. 将钥匙转至 OFF。

4. 拔出钥匙。

5. 将前进/空挡/倒挡 (FNR)控制挂到 N。

6. 用楔子顶住车轮。

车辆清洁

清洁挡风玻璃
使用柔然毛巾和水清洁挡风玻璃。根据需要使用温和肥皂。请勿使用家用窗户清洁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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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车辆外部

注意 受潮可导致电气组件损坏。不得使用高压清洗机或蒸汽清洁装置清洁车辆。

仅使用具有进行标准清洁的海绵或软布的商用汽车清洁器。使用正常家用水压的橡胶软管即可。

使用市售的铝清洁膏和精细（00号）钢丝绒，除去铝中的氧化物或褪色。

使用非磨料打蜡产品。应立即清除化肥、焦油、沥青、木馏油、油漆或口香糖以防产生污点。

适当处置废水。

清洁车辆内部

注意 受潮可导致电气组件损坏。不得使用高压清洗机或蒸汽清洁装置清洁车辆。

正确清洗会使车辆座椅使用更长的时间。使用软布蘸上浓度为 10%的洗涤剂和温水的溶液进行清洗。使用软毛刷
清除夹层污垢。

适当处置废水。

维护计划

维护计划概述
预防性维护计划（定期保养）可以预防车辆发生严重故障和昂贵的维修费用。使用以下各项保持车辆处于良好工作
状况。

• 每日驾驶前安全检查表

• 车辆性能检查

• 维护保养计划

如果发现车辆运行状况不佳，搁置运行。搁置运行可防止对车造成更大损坏，以及因危险状况而造成潜在伤害。

有关维护和维修，请联系经销商或分销商。

维护保养计划

注： 对于经常重度使用或在恶劣工作条件下使用的车辆，必须更加频繁地执行维护保养计划。

间隔期 说明

每天

完成每日驾驶前安全检查。

完成每日车辆性能检查。

为电池充电。

检查动态制动电阻。按需清洁。

每月
完成胎压检查。按需调整压力。

清洁车辆。

车辆维护
维护计划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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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期 说明

50小时/6个月

使用WD-40®润滑电池充电器插座。

让经过培训的技师：

• 检查和润滑制动系统

• 检查电气系统

• 检查前轮定位

• 润滑前悬架

• 检查电动机控制器输出调整器 (MCOR)

100小时/12个月
让经过培训的技师检查：

• 踏板组件

• 驱动桥润滑油

维护任务

清洁动态制动电阻器

警告 工作状态下，动态制动电阻变热，可造成火灾、财产损失或严重人身伤害。切勿触
摸。清洁动态制动电阻之前，确保电阻已冷却。

注意 使用错误的工具进行清洁可导致动态制动电阻上的涂层损坏。使用尼龙刷清洁动态
制动电阻。

1. 停用车辆。

2. 使用尼龙刷清洁动态制动电阻器的散热片 (1)。

8
车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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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车辆

提升车辆前部

警告 提升装货车辆可造成财产损失、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在提升车辆前，先从装货板
彻底卸货。

提升车辆前：

• 停用车辆。

• 使用对车辆适用的千斤顶和千斤顶支架。

要提升车辆前部：

1. 拆下高压互锁保险丝。

车辆维护
维护任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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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将保险丝盒 (1)从红色盖 (2)断开。

1.B 拆下 10A保险丝 (3)。

2. 将千斤顶放在支撑点中心。

3. 提升车辆前部。

4. 将千斤顶支架放在车架纵梁下方。

5. 降低车辆（降到千斤顶支架上）。

提升车辆后部

警告 提升装货车辆可造成财产损失、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在提升车辆前，先从装货板
彻底卸货。

提升车辆前：

• 停用车辆。

• 使用对车辆适用的千斤顶和千斤顶支架。

要提升车辆后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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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拆下高压互锁保险丝。

1.A 将保险丝盒 (1)从红色盖 (2)断开。

1.B 拆下 10A保险丝 (3)。

2. 将千斤顶放在支撑点中心。

3. 提升车辆后部。

4. 将千斤顶支架放在车架纵梁下方。

5. 降低车辆（降到千斤顶支架上）。

车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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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车辆

降低车辆前部

降低车辆前部前：

• 使用对车辆适用的千斤顶。

要降低车辆前部：

1. 将千斤顶放在支撑点中心。

2. 将车辆从千斤顶支架升起。

3. 取出千斤顶支架。

4. 降低车辆。

5. 安装高压互锁保险丝。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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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将 10A保险丝 (3)装入保险丝盒 (1)。

5.B 将保险丝盒连接至红色盖 (2)。

注： 拆卸高压互锁保险丝可导致故障代码。

5.C 将钥匙转至 ON，然后 OFF以清除故障代码。

6. 将行驶/牵引-装载开关设为 RUN（行驶）。

降低车辆后部

降低车辆后部前：

• 使用对车辆适用的千斤顶。

要降低车辆后部：

1. 将千斤顶放在支撑点中心。

车辆维护
维护任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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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车辆从千斤顶支架升起。

3. 取出千斤顶支架。

4. 降低车辆。

5. 安装高压互锁保险丝。

5.A 将 10A保险丝 (3)装入保险丝盒 (1)。

5.B 将保险丝盒连接至红色盖 (2)。

注： 拆卸高压互锁保险丝可导致故障代码。

5.C 将钥匙转至 ON，然后 OFF以清除故障代码。

6. 将行驶/牵引-装载开关设为 RUN（行驶）。

胎压测量

胎压测量前：

• 停用车辆。

要测量胎压：

1. 取下阀杆帽。

2. 使用压力计测量胎压。

3. 按建议胎压相应调整。

注： 有关轮胎类型、充气压力和凸缘螺母扭矩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clubcar.com查阅经过批准
的车轮和轮胎总成表。

4. 安装阀杆帽。

车轮总成

车轮总成拆卸

拆卸车轮总成前：

• 停用车辆。

要拆卸车轮总成：

1. 拆下轮罩。

2. 拧开凸缘螺母。

8
车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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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车辆以便拆卸车轮总成。

4. 拆下凸缘螺母。

5. 拆下车轮总成。

车轮总成安装

车轮总成安装前：

• 停用车辆。

要安装车轮总成：

1. 提升车辆以便安装车轮总成。

2. 将车轮总成对准车辆轮毂。

注： 确保阀杆指向车辆外侧。

注： 确保胎面处于正确的行驶方向。

3. 拧紧凸缘螺母，直到用手拧不动为止。

4. 降低车辆。

5. 按建议扭矩规定拧紧凸缘螺母。

注： 有关轮胎类型、充气压力和凸缘螺母扭矩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clubcar.com查阅经过批准
的车轮和轮胎总成表。

6. 安装轮罩。

车辆维护
维护任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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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CE INCORRECT STORAGE CAN CAUSE BATTERY DAMAGE,
PERMANENT LOSS OF BATTERY CAPACITY, OR CAUSE THE
BATTERY TO BE UNSERVICEABLE. A FULLY DISCHARGED
BATTERY PUT IN STORAGEWILL MAKE THE BATTERY
PERMANENTLY UNSERVICEABLE. PUT THE BATTERY ON CHARGE
DURING EXTENDED STORAGE. DO NOT EXCEED THE STORAGE
TEMPERATURE LIMITS. DO NOT PUT A FULLY DISCHARGED
BATTERY IN STORAGE. INCORRECT STORAGEWILL VOID THE
BATTERYWARRANTY.

BATTERYMAINTENANCE OVERVIEW
The battery has no water or maintenance intervals.

电池充电

使用外部充电器充电

危险 在接通附件的情况下，电池充电可造成火灾和严重人身伤害。为电池充电前，先关
闭所有附件。

警告 工作状态下，电池充电器变热，可造成火灾、财产损失或严重人身伤害。不得遮盖
电池充电器。切勿触摸。确保电池充电器通风良好。请使用手柄。保持电池充电器
远离衣物和易燃物品。

电源线连接松动可造成火灾。确保插座上的所有电源线连接保持洁净且牢固。

建议的电池充电温度范围为 -4°F (-20°C)至 113°F (45°C)。

使用外部充电器充电：

1. 将钥匙转至 OFF。

2. 关闭所有附件。

3. 将交流电源线连接到充电器。

4. 将交流电源线连接到电源。

9
电池维护
电池维护危险声明



ONWARD LIFTED 4-PASSENGER锂离子电池型号
操作手册
TPCC01DM00ZH019（版本 A)

页码 69

注意 直流电源线装卸不正确可造成直流电源线损坏和车辆充电器插座损坏。不得扭转、
弯曲或侧向移动直流电源线插头。不得拉直流电源线。握住插头手柄并将插头直接
插入车辆充电器插座。

5. 将交流电源线连接到车辆充电器插座 (1)。

注： 车辆将在 10秒或更短时间内开始充电。

车辆开始充电时：

• ON CHG将在仪表板上显示。

• 多功能蜂鸣器将运行。

• 前大灯将闪烁（如配备）。

注： 电池充满时， CHARGD将在仪表板上显示。

危险 如果猛然拔出直流电源线，电弧和高温可造成插头和插座损坏以及电池爆炸。慢慢
拔出直流电源线。

6. 在车辆运行前，从车辆充电器插座断开直流电源线连接。

使用车载充电器充电

危险 在接通附件的情况下，电池充电可造成火灾和严重人身伤害。为电池充电前，先关
闭所有附件。

警告 电源线连接松动可造成火灾。确保插座上的所有电源线连接保持洁净且牢固。

建议的电池充电温度范围为 -4°F (-20°C)至 113°F (45°C)。

使用车载充电器充电：

1. 将钥匙转至 OFF（关）位置。

2. 关闭所有附件。

电池维护
电池充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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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交流电源线 (1)连接到电源。

注： 车辆将在 2至 10秒后开始充电。

车辆开始充电时：

• ON CHG将在仪表板上显示。

• 多功能蜂鸣器将运行 3次。

• 前大灯将闪烁（如配备）。

注： 电池充满时， CHARGD将在仪表板上显示。

4. 在车辆运行前：

4.A 从电源断开交流电源线连接。

4.B 收好交流电源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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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 乘客不得乘坐被牵引的车辆或拖车。

警告 远离牵引车和被牵引车辆或拖车之间的区域。

不得在公路上使用客车或卡车牵引 CLUB CAR车辆。只使用经过批注的拖车运输
CLUB CAR车辆。

小心 车辆可从拖车掉落，造成财产损失和严重人身伤害。确保车辆正确固定在拖车上。

在使用拖车运输车辆前，拆下挡风玻璃。固定座椅底架。

在公路上使用拖车时，拖车必须符合所有的联邦、州和当地要求，例如尾灯和制动
灯等。

准备车辆牵引
1. 将钥匙转至 OFF。

2. 拔出钥匙。妥善保管钥匙。

3. 将前进/空挡/倒挡 (FNR)控制挂到 N。

4. 将行驶/牵引-装载开关设为 TOW（牵引）/STOW（装载）。

牵引拖车或车辆

小心 牵引拖车或车辆时，务必格外小心。牵引拖车或车辆时，不得急转弯。不得在公路
或高速公路上牵引拖车或车辆。牵引拖车或车辆时，降低车速。

• 车辆可牵引规格相同的一台车。

• 只使用经过 Club Car批准的牵引套件。

1. 准备车辆牵引。

2. 使用经过 Club Car批准的牵引套件牵引车辆。

3. 牵引拖车或车辆速度应低于 5 mph (8 kmh)。

使用经过批准的牵引车牵引车辆

小心 使用批准的牵引车辆来牵引车辆时务必格外小心。牵引车辆时，不得急转弯。切勿
在公路或高速公路上牵引车辆。使用经过批准的牵引车来牵引车辆时应降低车速。

经过批准的牵引车：

• 最多可牵引五台高尔夫球车。

• 制动力可承受经过批准的牵引车加五台牵引车的 GCVWR。

注： 车辆组合总重 (GCVWR)等于经过批准的牵引车总重加拖车总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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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准备车辆牵引。

2. 使用经过 Club Car批准的牵引套件牵引车辆。

3. 使用经过批准的牵引车牵引车辆。

4. 牵引速度应低于 5 mph (8 kmh)。

车辆运输准备

小心 使用拖车运输车辆时应该极其小心。参阅牵引车辆操作人员手册。

拖车速度不能超过 5英里/小时。如果必须长途运输或途经高速公路，则在拖车上运输车辆。使用具有相应额定负
载的拖车。

1. 踩下驻车制动器。

2. 将前进/空挡/倒挡 (FNR)控制挂到 N。

3. 将钥匙转至 OFF。

4. 拔出钥匙。妥善保管钥匙。

5. 将行驶/牵引-装载开关设为 TOW（牵引）/STOW（装载）。

6. 从车上彻底卸货。

7. 从车上卸下挡风玻璃。

8. 固定所有车门、检修板、座椅底架和挡风玻璃。

9. 检查车辆是否有零件松动。按需拧紧。

10. 将车辆固定在拖车上。

车辆运输后恢复使用
1. 确保拖车配置正确，可从拖车安全卸下车辆。

2. 清除用于将车辆固定在拖车上的所有材料。

3. 检查车辆是否有零件松动。按需拧紧。

4. 安装挡风玻璃。

运输和牵引
车辆运输准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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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车辆意外运行可导致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在离开车辆前或车辆维护期间，停用车
辆。

小心 长期存放车辆时，将行驶/牵引-装载开关设为 RUN（行驶）以及连接电池充电器
会损坏电池并降低电池性能、缩短使用寿命。

NOTICE INCORRECT STORAGE CAN CAUSE BATTERY DAMAGE,
PERMANENT LOSS OF BATTERY CAPACITY, OR CAUSE THE
BATTERY TO BE UNSERVICEABLE. A FULLY DISCHARGED
BATTERY PUT IN STORAGEWILL MAKE THE BATTERY
PERMANENTLY UNSERVICEABLE. PUT THE BATTERY ON CHARGE
DURING EXTENDED STORAGE. DO NOT EXCEED THE STORAGE
TEMPERATURE LIMITS. DO NOT PUT A FULLY DISCHARGED
BATTERY IN STORAGE. INCORRECT STORAGEWILL VOID THE
BATTERYWARRANTY.

长期存放准备

建议的长期存放温度范围为 -4°F (-20°C)至 113°F (45°C)。

要准备长期存放车辆：

1. 关闭所有电子配件。

2. 将前进/空挡/倒挡 (FNR)控制挂到 N。

3. 将钥匙转至 OFF。

4. 拔出钥匙。妥善保管钥匙。

5. 用楔子顶住车轮。

注： 切勿使用驻车制动器。

6. 清除所有货物和个人物品。

7. 将行驶/牵引-装载开关设为 TOW（牵引）/STOW（装载）。

注： Visage远程监控在行驶/牵引-装载开关设为 TOW（牵引）/STOW（装载）时工作。

8. 保持车辆处于阴凉干燥区域。

9. 按建议胎压调整每条轮胎压力。

10. 清洁车辆。

11. 连接电池充电器。

注： 在行驶/牵引-装载开关设为 TOW（牵引）/STOW（装载）时，电池将自我放电至 30至 50%之
间。长期存放期间应保持连接电池充电器以延长电池寿命。

注： 如果长期存放期间交流电源断电，车辆将进入休眠模式。连接交流电源时，车辆的电池电量 (SOC)将
在 30与 50%之间循环。

长期存放后恢复使用
1. 将行驶/牵引-装载开关设为 RUN（行驶）。

2. 将电池充满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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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前进/空挡/倒挡 (FNR)控制挂到 N。

4. 按建议胎压调整每条轮胎压力。

5. 让经过培训的技师润滑车辆。

6. 完成每日驾驶前安全检查表。

7. 完成车辆性能检查。

长期存放
长期存放后恢复使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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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保修

保修
Club Car, LLC (Club Car)在此向原购买者或承租者保证，按照本文件规定的条款并符合本有限保修条款中的规
定、限制和免责条款的情况下，从 Club Car或其授权经销商或分销商处购买的新车或新部件在下述正常使用和服
务期间，在符合本有限保修条款中的规定、限制和免责条款的条件下应无材料和工艺缺陷。

对于以下特别列出的规定期限内的那些项目，该有限保修条款包括材料、工艺和维修人工费。此类修理工作只应由
Club Car、其授权经销商或分销商或 Club Car批准的服务机构进行。对于由有资质的但非 Club Car工厂技术人
员或授权经销商或分销商所进行的修理工作，Club Car将只提供更换零件或部件。

如果在首次购买时未填妥保修登记表并将其返回给 Club Car，则购买者必须提供购买日期及任何申请保修的凭证。

保修时限

项目 子项 保修范围

车辆主车架 不适用 2 years

悬架 转向器、转向柱、避震器和板簧 2 years

电动动力系统 电动机、驱动桥和MCOR 2 years

锂离子电池 锂离子电池

* Earlier of:
(i) 6 years or

(ii) 2.8 megawatt
hours (MWh)

主要电子装置 固态速度控制器和电池充电器 2 years

其他电子装置 VCM和 DBR 2 years

踏板组件 踏板组件机械总成、制动组件总成和刹车线 2 years

座椅 座椅底架、座椅背和扶手 2 years

车身组件 美容板和前/后车身底部 2 years

所有其他部件 电磁阀、限位开关、电压调节器、F&R开关以及 Club
Car提供的选件和附件，包括并未另行说明的部件 2 years

非标准附件
任何原始 Club Car制造的设备、附件以及从 Club Car
购买且由授权 Club Car经销商和分销商现场安装的选
件，包括：音响系统、车篷、车篷后架，包括未另外说明
的部件。

1 year

*部分地区可能提供可选的电池 Club Car工厂延长保修。

免责条款
Club Car保修条款不包括的内容是指因车辆缺陷以外的任何原因引起的车辆或部件损坏，其中包括不良保养、疏
忽、滥用、事故和碰撞、维修调节、不当或意外施力或使用、不正确的附件安装、非原装设备零件或附件安装，其
中包括 Club Car批准或未批准的 GPS系统、未批准的车辆改装和不可抗力。Club Car保修条款不包括的项目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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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有的保险丝、过滤器、标贴（安全标贴除外）、润滑油、常规易损件，如发动机架、车垫、垫片、火花塞、灯
泡、刹车片、安全带、雨刮、电磁阀、轴套、驱动器按钮、装饰老化，以及因外露、正常磨损和开裂而老化、褪色
或损坏的部件。

该有限保修条款的规定不适用于以下原因引起的故障：

• 电池

– 篡改或打开电池箱。

– 故意给车辆过充电或欠充电。

– 由于车辆使用未经 Club Car核准的电池充电器型号而导致车辆充电不正确。

– 使用不允许最短 4小时充电时间的能量管理系统来确保正确充电。

– 忽视、破损、冻结、火灾、爆炸、残破、融化的接线柱、添加任何化学品或在未充电条件下运行电池；
电池反向安装或反向充电；容器、盖子或接线柱损坏；或电池应用于非设计用途。

– 因充电器有缺陷而损坏的电池或车辆中没有进行适当充电的电池。

– 车辆在电路（该电路具有在操作手册中指定的参数，或者采用未批准的算法）上没有正常运行的充电器
（运行充电器的数量必须等于运行车辆的数量）。

– 使用放电测试仪或类似设备。放电测试仪可导致电池永久损坏、不可修复，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使用放电
测试仪。

• 在制造商规定的允许年平均温度低于 30摄氏度的情况以外操作（包括充电）。缺乏适当维护，如缺乏预防
性保养检查、在车队中缺乏适当运转、没有保持适当胎压、没有按照操作手册中的规定校准和拧紧松动的电
线连接。

• 部件安装不当造成的损害。

• 超出 CLUB CAR控制的易受电气过载（包括闪电）影响的故障半导体元件，如二极管和保险丝。

• 损坏的带插头的交流和直流充电器电线组件（易损件且易受到用户滥用影响）。

• 长期存放不当。

在不限制任何前述条款通用性的情况下，并作为其有限保修免责条款的一部分，Club Car不保证其车辆或部件（如
电池、计算机、控制器或电气装置）适用于其产品以外的其他任何应用。在使用任何车辆、电池、计算机、控制器
或电气装置时，明智的用户将阅读并研究操作手册、操作说明书和警告标签；并对车辆、电池或电气装置进行应有
的维护。

该保修条款也不包括保修服务时的运输费用。

质保失效
如果车辆或部件损坏、遭遇事故、滥用或粗心使用，或以任何方式改装车辆，包括但不限于改装车辆的限速器、制
动系统、转向、驱动桥或其他操作系统以使其执行 CLUB CAR规格之外的操作，则该项和任何其他保修均失效。如
果车辆状况表明，未根据操作手册及维护和保养手册中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执行合理或必要的维护，则保修同样无
效。

唯一补偿措施
Club Car在该有限保修条款或任何诉讼（无论是基于保修单、合同、疏忽、严格产品责任还是其他内容）中的责任
应是由 Club Car决定修理或更换 Club Car认为有缺陷的车辆或部件。更换是指在适用的有限保修期内提供新车辆
或工厂返修车辆或部件（相同或合理等效于保修产品或部件），购买者无需付费。修理是指在适用的有限保修期内
修理车辆或部件的故障，购买者无须付费。 Club Car保留对任何退回修理的任何部件进行测试和再充电的权利。
如果 Club Car选择修理车辆或部件，则可能使用工厂翻新的零件或部件。更换的所有零件和部件都应归 Club Car
所有。

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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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该有限质保是唯一的。 Club Car未作其他任何类型（明示或暗示）的保证。Club Car在此声明免除任何对适销性
或适合特定用途的暗示保证并将其排除在本保修条款之外。购买者或被许可方/承租者以及 Club Car明确同意，更
换或修理缺陷车辆装置或部件是对购买者的唯一补偿措施。 Club Car没有作出其他任何形式的表述或保证，并且
Club Car的代表、雇员、分销商或经销商均无权作出任何有别于此质保条款的任何表述或暗示、许诺或协定。

如在销售该车辆时，由 Club Car提供的其他已印制保修单或证书（每份附加保修单）被认定与本文中包含的限制
与免责条款相抵触，则本文中包含的限制与免责条款对本有限保修声明以及在法律允许的最大程度下对每份附加保
修单将继续适用。

无间接损害赔偿
对于因任何意外或由此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财产损失、车辆使用损耗、时间损失、不便或任何其他经济损
失，Club Car概不负责。

某些国家/地区表述既不允许对隐含保修期限进行限制，亦不准针对附带或间接损害赔偿设定免责条款或限制。因
此，以上限制或免责条款可能并不适用于您。该保修单为您提供明确的法律权利，并且您还可以拥有其他权利（因
地而异）。

如何提出质保申请
如果要根据本有限保修条款提出保修申请，您必须向 Club Car授权经销商出示有购买日期和安培小时数（如适
用）凭证的车辆或缺陷部件。

有关保修条款的事项，请联系：

电子邮件

cci_warrantyadministration@clubcar.com

邮寄

Club Car, LLC
Attention: Warranty Services

4125 Washington Rd.
Evans, Georgia 30809
Unites States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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