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xury 2-4 Berth Motorhome Briefing 豪华房车使用指南 2–4 人房车
通用指南
务必在将房车开走之前仔细阅读车辆情况检查报告。
要熟悉贴在挡风玻璃上的注意事项
--注意砂石路行驶警告
--始终保持靠左侧行车
--注意车辆的净高度 (3.2 米)
当停车或离开主干道时要特别小心。
不要在多层停车场停车，要时刻留意遮阳篷，较低的走廊，加油站的加装遮雨篷和树
木的枝杈。不要抄近路。
去快餐店时（比如麦当劳），务必将车停在停车场。不能使用驾车购物窗口。
为了减少在凉爽的夜晚发生冷凝现象,使用暖气时要打开窗户或者把通风设备半开着。
通风是至关重要的。
塔斯马尼亚有许多夜间活动的动物 （在黄昏，夜晚和黎明时比较活跃），夜间行车建
议减速慢行。撞伤动物的同时也会损坏车辆。
刮大风时建议减速行车，较高车辆易受侧风的影响。
车内禁止吸烟和养宠物。
归还车辆时要确保车内是干净整洁的，所有床单必须放在浴室内，所有餐具必须清洗
干净。归还房车之前要确保将废物箱清空，否则罚款 50 澳元。
出发前熟悉车辆（车辆操作指南在前座手套箱内）,并调节好后视镜。
行车前先要检查一下车辆，保证安全，检查电源是否拔出，窗户是否关好，车顶舱门
是否关好，轮胎状况是否良好，车门是否关好，以及是否有其他妨碍行车的障碍物。
房车的外部：
备胎在房车后部下方。 如果需要援助，比如发生罕见的爆胎现象，打电话给 RACT
（1800 428 373）请求帮助。
车辆高度是 3.2 米。
按遥控钥匙顶部按钮打开所有车门。按下中间“padlock”按钮锁定所有车门。
液化气瓶位于主驾驶座旁。使用车钥匙上的黑色钥匙打开装有气瓶的舱门。车体上的
两个磁扣会将舱门吸住。打开液化气瓶的同时需要用一只手扶住门。使用热水，炊具
和三种供电方式的冰箱时都必须先打开液化气瓶。
--逆时针旋转（向左）是打开
--顺时针旋转（向右）则是关掉（行车时必须关掉）
--返还房车时不需要将气瓶充满。
--更换或给气瓶充气时先关掉气瓶开关，再顺时针将供气管道拧开，放回时要注意拧
紧。拧紧时不要使用任何工具。

注水管在主驾驶座一侧门后标注 “water”的地方。使用车钥匙上的银色钥匙打开门。
--水箱容量是 103 升，租车时水箱是满的。
--注水时要使用水管，慢慢注水直到溢出。
--有条件的话要随时注水， 保持水箱内的供水充足。
房车电源--240 伏电源插座位于主驾驶座旁边。打开盖子，将电线取出并连接到营地
15 安培电源处，然后打开开关。这样就可以正常供电了，房车电池也可以在 4 到 5 个
小时后充满电（晚上休息时可以一直插着充电）。
有两个单独的电池系统， 一个是车辆电池，还有一个是供房车内 12 伏电器使用的（无
外接电源的时候使用）。行车时，交流发电机将同时给两组电池充电， 车顶的太阳能
板也会给电池充电。建议每三天插入营地电源处充一次电，也可能根据使用情况各
异。
电池组不提供电源给微波炉, 电源插座，A / C 或 DVD 播放器。房车电源必须插入房
车营地 240 伏电源插座才能确保这些设备正常工作。
盥洗室的废物箱在主驾驶一侧车的后部，而且是不上锁的。注意在取出废物箱前要确
保抽水马桶下方的开关处于关闭位置。先拉起黄色开关，然后用拉手拉出，拿到排污
点拧开盖子，小心倾倒，冲洗，再倒入一包清洗剂除味。最后倒入一杯水（300 毫
升），盖好盖子将废物箱放回。归还房车时废物箱必须清空，否则罚款 50 澳元。
废水箱储存从浴室和水槽流出的废水。水箱容量是 110 升，应该每天都在适当的地方
倾倒。行车前打开主驾驶座一侧排气管旁边的开关，如有需要，可以将置于液化气瓶
旁的管子接好，以便在适当的地方排放废水。
乘客座位一侧的后行李舱存放有给水箱注水的水管。行李舱位于车后部的储物舱内，
抬起隔离板就可以看到下面的空间。遮阳篷的支架，扫帚，水桶和晾衣绳也储存在同
一个地方。
柴油箱盖在乘客侧车门旁, 逆时针（向左）旋转车钥匙解锁，然后逆时针旋转取下盖
子。加油时要将钥匙拿下来以免溅上柴油。加满柴油后盖上盖子并锁好。油箱可以容
纳 110 升柴油。
发动机罩的开关在前排乘客座车门的凹槽处。如有需要，打开前车门即可触摸到开
关。
遮阳篷：操作要点概述
-使用前必须仔细阅读使用指南
-确保不刮风时使用
-需要两个人共同操作遮阳篷
-禁止小孩操作遮阳篷
-睡觉前必须收好。
-遮阳篷展开的时候不可以行车。
遮阳篷操作步骤
-先将遮阳篷旋转杆从房车后面取下来（旋转杆存放在乘客座位一侧后行李舱内部侧
壁）
-将旋转杆插入遮阳篷左侧的孔眼内，向下拉并固定。逆时针摇动手柄直到遮阳篷展开
大约 1.5 米。
-将房车侧面的两个白色塑料固定支架的顶部提起来。放开遮阳篷的支腿，然后在箭头
贴纸处向内推支腿，这样就可以将其从支架边缘向外拉开直到垂直展开。
-调整支腿所需高度并收紧支腿上的固定锁，两个固定锁均位于支架边缘的内侧。

-收起遮阳篷时首先将固定锁解开，再从车一侧顺时针摇动遮阳篷大约 1.5 米，然后将
支腿从固定支架处解除锁定。
在铰链接合处旋转支腿并将其收回支架内，继续转动直到其完全收回。
房车驾驶指南
菲亚特 Ducato 这款房车有 1 个柴油发动机和一个 6 速自动变速器。
启动引擎,先打开点火， 等待大约 5 秒， 然后踩脚刹车的同时顺时针转动钥匙启动引
擎。车内显示屏必须是“auto1” 才可以启动自动档驾驶模式。
如果显示“N”,则将变速杆向下压挂 1 档， 然后拉位于驾驶座右边的手刹, 这样是自动档
驾驶模式。
如果显示“1”（没有 auto），这时进入手动档驾模式。变速时需要上下移动变速杆。返
回自动档驾模式，则需要将变速杆向左轻轻扳，显示屏上会出现“auto”。
挂倒挡则将变速杆向右下扳动。
**注意事项：停车时，当车内显示“auto1”必须关掉引擎。一旦引擎关闭，停车机制就
会自动启动。停车时一定要拉手刹。
车刚发动时有轻微的震动是正常的。
主驾和乘客座位的旋转座椅
主驾驶和乘客座位都可以旋转 180 度，这样可以增大生活区的空间。前座旋钮在座位
下内侧边缘处，慢慢旋转的同时向外拉即可。
旋转前一定要小心，确保座位不与车门或手刹车碰撞。可能需要向前滑动座位以保证
有足够大的空间旋转。旋转的时候将后座滑动以确保有足够大的内部空间。行车时两
个前座必须朝前。
房车的内部：
灭火器位于房车车门接近车顶处。
如果自备儿童安全座椅，使用时先拆掉有尼龙搭扣的前座垫，这样就可以看到固定儿
童座椅的装置。将儿童座椅的带子插入上方的孔内再固定好，然后重新将座垫放回。
需要准备一个“gated”或“S 型安全带扣”(或者可以提前要求我们提供一个)。儿童座椅
安放好的时候，桌子需要收回到墙上较低的支架处。
主电源控制面板在车门附近的墙上。打开 12 伏供电和‘AUX’ 开关，电灯，电视，除油
烟机，炊具和水泵，即使没有连接到营地 240 伏电源处，这些电器也可以使用。（比
如当房车停留在免费的地方）
在房车内的时候，打开控制面板左下方的主电源开关。
“Light globe”开关是车内所有灯的主控制开关。附近也有每个灯单独的开关，车门内侧
靠右边的墙上还有一组开关。
“Water drop”开关控制水泵的开关，打开后可以使用水龙头，淋浴和厕所。
主电源开关左上方的按钮表示电池充电情况。
主电源开关右上方的按钮表示干净水储备以及污水水位。
打开柴油暖气要使用位于水槽下的黑色圆形旋钮。顺时针方向旋转是高温度设置。暖
气开始工作需要大约两分钟， 两分钟后则关闭。

打开热水器， 首先打开液化气瓶， 再将标有“GAS”的开关（开关位于电炉下边的橱柜
里)。热水需要大约 20 到 30 分钟加热，然后就可以使用了。不使用的时候要关掉开关
和液化气瓶。如果连接到房车供电营地，那么就可以使用电加热水而不是使用液化气
瓶，这时要打开标有“Electric”的开关(开关在标有“GAS”开关的下面)。
使用冰箱（冰箱使用指南在前座）。按住电源开关几秒钟后选择 “A”是自动，然后
选择需要的温度（建议冰箱温度显示 4 条）。确认每个选择需要按灰色正方形按钮。
在自动模式下冰箱将使用液化气(如果开启液化气瓶) ，
或者 240 伏电源(如果连接到房
车供电营地), 在行车中则靠电池供电。切记首先要使用 240 伏电源或液化气体将冰箱
降温至少 4 个小时，然后电池组才可以使冰箱保持冷却。确保房车停在平地，否则可
能无法正常工作。如果电源按钮显示红灯(小) ，
则按住按钮重启。如果运行正常，电源
按钮将亮一个小绿灯。
微波炉或烤炉需要先开启液化气瓶。将烤箱门打开,向内按黑色旋钮点火，再转动到
“烧烤”或“烤箱”。可能需要按住旋钮大约 5 秒钟直到把火点燃。
微波炉位于冰箱的上方,当连接到 240 伏电源的时候就可以使用了。
要支起双人床首先将两个座椅的所有座垫移开(座垫是由尼龙搭扣固定的)。拆掉桌面
并重新将其安装在墙低处的支架内,并将支腿收回一半。然后将乘客侧(长椅)座位向前
拉直到搭好床的基座。从后面储物柜内拿出两个座垫，按照车内提供的图片所示将两
个座垫摆好。
打开天窗时要先将门闩打开,再向上推。天窗配有窗帘和纱窗。行车时不能打开天窗。
空调/热水器使用时要连接到供电的房车营地,控制开关位于在冰箱左侧的墙上。
使用电炉时先打开液化气，再按下带有“闪电”标志的开关并转动旋钮至大火，同时将
旋钮向内按长达 5 秒。使用任何炊具时,首先把电炉与水槽的盖子打开,并确保行车时是
关闭的。使用炊具时要打开排烟机。使用后至少等 15 分钟使其完全散热后，再盖上盖
子。
电视可以通过遥控器来控制，遥控器在电视上方的柜子内。行车到不同地方时电视需
要通过自动扫描功能来调台。调台时（或看电视时）按“DTV”按钮， 选择“MENU”按
钮, 再按“CHANNEL” ，
然后按 “AUTOSCAN”, 最后按 “ALL”（整个过程可能需
要 5 分钟才能完成)。观看 DVD 选择“DVD”按钮。
打开窗户
打开窗户时先按开关,然后再把窗户慢慢推出去,使其自然缓慢地停留在固定的位置。关
上时慢慢地向外推大约 5 厘米，关好后再锁上。
行车时必须关好所有窗户。
百叶窗，防蚊蝇纱窗和遮阳帘都非常容易损坏。开关时要小心谨慎。
位于乘客座一侧长椅上方的窗户不能打开，因为车门开着的时候窗户容易打破。
气体探测器安装在微波炉附近的天花板上， 如果检测到气体就会发出警报。警报响起
时, 要关掉所有电器和煤气瓶开关，同时将车门打开。确保没有明火,如有需要可以使
用灭火器。

使用水槽时需要先打开盖子， 再打开水泵和热水开关。行车前将盖子盖好。
打开所有橱柜熟悉所有设备，确保每次行车前所有橱柜都是锁好的。
使用盥洗室时首先扳动马桶前的操作杆，这样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抽水马桶可以向侧
面旋转， 这样使用起来会更方便。冲马桶时（确保主控制板上的水泵开关已打开）先
盖上盖子， 然后将操作杆扳回。
使用淋浴时首先将热水开关打开，加热需要大约 30 分钟。使用淋浴时要拉好浴帘,确
保使用浴垫，浴室地面要保持干燥。淋浴头可以拿下来手持使用。如果在房车可以免
费停留的地方使用淋浴,切记要省时节水。
打开或关闭浴室的天窗时需要从横杆处向下方拉，同时滑动拉杆。行车时不能开天
窗。
故障排除指南：
如果电视没有画面，可能需要通过自动扫描的功能重新调台，请参照电视使用说明。
热水
确保液化气瓶是完全打开的。将扳手按逆时针方向完全开启。
确保黑色‘GAS’开关是打开的（开关位于炊具下面的橱柜内）。如果‘GAS’开关旁
边的红灯闪烁就可以关闭开关，然后再重新点燃。
液化气瓶可能是空的，如果是空的，则需要在加油站充气或者更换。使用淋浴前水需
要加热大约 30 分钟。
如果液化气加热无法正常工作， 那么可以使用电来加热(如果房车停留在供电的营地)。
房车供电
给 12 伏电池组充电，要使用电源插座和微波炉， 房车必须通过所提供的电源延长线连
接到一个 15 安培的电源。连接后还是没有电则需要检查电源线是否连接牢固。检查位
于主衣橱下方的‘trip’开关是否打开,开启时位置朝上。
如果仍然没有电,则需要询问房车营地的工作人员查看是否供电正常。检查是否有电的
另一种方法是把吹风机直接插入电源插座。这样做可以检查延长线是否有问题。通常
房车需要充电至少 4 个小时才能完全将电池组充满电。
车内供水
如果水箱储水不足， 可能导致水龙头的水喷出。解决此现象需要打开水泵开关， 注满水
箱,然后打开淋浴， 直到水流通畅。
柴油暖气
柴油暖气从油箱供油（每使用 10 个小时消耗 1 公升柴油）。如果柴油剩余量较低,可
能会影响暖气正常运作。如果暖气没有放置于平坦的地方， 那么它也会停止工作。如
果 12 伏电源供电不足的话，暖气也可能停止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