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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摩托運動是 令人興奮的運動項目之一。
為確保您能充分享受騎乘駕駛的樂趣，請
務必在騎乘機車之前，充分熟悉本車主手
冊的內容。

本手冊概述了正確維護與保養機車的方法。
嚴格遵守這些說明可確保您的機車無故障的
長期使用。鈴木公司授權的經銷商擁有專業
的技師和齊全的工具及設備，可為您的機車
提供 佳維修服務。

本手冊中所有資訊、插圖以及規格係以出版
時 新的產品資訊為基礎編製而成。由於產
品的升級或改進，手冊的內容與您的機車或
許會有些差異。鈴木公司保留隨時更改手冊
內容的權利。

請注意在本手冊中涉及的相關設備的規定或
說明適用於所有車型。所以，您的機車可能
會與本手冊列出的標準參數有所差異。



重要資訊

新車的磨合資訊
機車 初行駛的 1600 公里是您的機車使用
壽命中 重要的時期。在此期間若能正確磨
合，將有助於確保新機車的 長壽命和性
能。鈴木機車零件係採用優質材料製作，並
且加工精密。適當的磨合可使機車零件的加
工表面相互磨潤平順，形成良好的配合。

機車的可靠性和性能取決於磨合期間的精
心維護和嚴格管理。特別要注意的是，在
騎乘新車時，要避免會導致引擎零件過熱
的操作。

如需和磨合方法有關的具體建議，請參閱
「新車磨合須知」一節。



警告/注意/提示/註
請仔細閱讀本手冊，並遵守相關指示和說
明。為強調具特殊意義的資訊，本手冊採用
了具特殊意義的標記  以及關鍵詞彙警
告、注意、提示和註。在閱讀以這些關鍵詞
彙標明的訊息時，請特別注意：

註：該詞所提示的事項能夠使相關指示更容
易理解，或使機車維護保養更容易進行。警告

該詞所提示的事項涉及騎乘者的人身安全，
若忽視此資訊可能會導致死亡或重傷事故。

注意
該詞所提示的事項涉及騎乘者的人身安全，
若忽視此資訊可能會導致輕微或中度受傷的
事故。

提示
若忽視該詞所提示的資訊，可能會造成機車
或設備的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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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資訊

安全指引

大多數意外都是可以避免的。
請遵照本章所述有關日常使用的基本預防措
施，並確保小心騎乘。
 為了防止發生事故，騎乘時請集中注意力。
• 有時其他騎乘者未注意到您也可能引起

機車事故。騎乘時請小心。
- 注意撞車經常發生在車子面向左轉的機
車時。

- 切勿在其他駕駛人的視線盲點內行車。
• 不可快速轉動車把或單手騎乘，這樣可

能導致打滑或翻覆。

• 若要將翻覆或事故的受傷降到 輕微，
請戴上安全帽或手套等防護配備。如需
有關適當的配備和衣服的資訊，請參閱
第 1-4 頁 「防護衣」。

• 騎乘時，兩手握住車把，將腳放在腳踏
板上。乘客應用兩手牢牢抓住騎乘者的
身體，或握住座墊帶或抓桿，並將腳放
在後腳踏板上。 

• 請閱讀並遵守機車上所有的標籤指示。
確認您已了解所有標籤內容。請勿將任
何標籤從機車上撕下。

• 您的機車使用的配件和您的排檔方式可
能產生危險。空氣動力、處理、平衡和
轉彎間隙可能受損，懸吊和輪胎可能超
載，請閱讀第 1-27 頁 「配件的使用與
機車載重」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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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檢查和定期檢查
要避免事故或故障，請務必執行例行檢查和
定期檢查。 
若機車發出異常聲音、味道或漏油，應由鈴
木授權經銷商進行檢查。如需有關例行檢查
和定期檢查的資訊，請參閱第 3-2 頁 「檢
查和保養」。

警告
超速駕駛會增加機車失控的可能性，進而造
成事故。

請根據路況、能見度、車輛的操作狀況及您
的技術與經驗，以適當的速度騎乘。

警告
騎乘時，即使是騰出一隻手或一隻腳，都會
影響您控制機車的能力。這可能會使您失去
平衡而從機車上跌落。若在騎乘時將一隻腳
從腳踏板上移開，您的腳或腿可能接觸到後
輪。這可能會使您受傷或造成撞車。

騎乘時，請務必以雙手握住車把，並將雙腳
放置在腳踏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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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衣

說明
騎乘者和乘客應戴上安全帽，並且穿上有高
度防護力的衣服和保護配備。取得這種配備
時，請參閱以下內容。

安全帽
• 務必戴上安全帽和牢牢扣緊帶子。選擇

與您的頭形服貼但不會太緊的安全帽。 
• 務必戴上安全帽和護目鏡。這些物品保護

刮風時的視野，並且防止眼睛進入飛蟲、
灰塵或您的前車丟出的小石頭。

WARNING

To reduce the risk of injury:
• Wear a helmet, eye 

protection, and protective 
clothing.

• Read owner’s manual 
care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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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乘配備
• 穿戴有高度保護力的防護配備和衣服。

穿上露出 少皮膚的明亮、醒目的長袖
上衣和長褲。這會減少意外事件對身體
的影響。當您騎乘機車時，穿著寬鬆或
是花俏的服裝會讓人感到不適，而且容
易引發事故。騎乘機車時請選用優質的
騎乘用服裝。

• 務必戴上手套。適合的手套是防磨擦皮
製作的手套。

• 穿上容易操控機車並完全覆蓋腳踝的
鞋子。

• 必要時，穿上有護具的外套和褲子。

警告
若未戴安全帽，撞車時會增加死亡或重傷的
機率。 

正確戴上安全帽。騎乘者和乘客應戴上安
全帽，並且穿上有高度防護力的保護配備
和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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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的配備
乘客需要和您一樣的保護，包括安全帽和適
當的衣服。乘客不應穿可能卡在車輪或鏈條
中的長鞋帶鞋子或鬆垮的褲子。

警告
若後座的人穿上長夾克或外套，他們可能會
遮到尾燈或方向燈的光線。這對後面可能未
注意到您的車子非常危險。 

坐在後座的人應盡可能避免穿長夾克或外
套。若穿此類衣服，請將衣服尾部壓在臀部
下，以免遮到尾燈或方向燈的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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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別注意的特殊情況

刮大風的日子
在強烈的側風中、在進入隧道、在橋上或經
過大卡車旁邊時，機車可能被側風吹動。 
控制您的車速，並在騎乘時牢牢握住車把。

下雨天，下雪天
• 路面潮濕、鬆散或崎嶇時，剎車時應該小

心。下雨天需要增加剎車距離。行車時，
應注意避開路面塗漆標記、人孔蓋和看似
滑溜的路面以避免打滑。在平交道、鐵柵
和橋樑上須額外小心。開始下雨時，路面
上的任何油或油脂會浮到水的表面上。靠
邊停車並等待數分鐘，直到油膜在騎乘前
被沖走為止。在路況不明確的情況下，請
放慢速度！

警告
從大型卡車旁通過時或在隧道出口、斜坡
處，會突然出現側風，側風會使機車失控。

此時請減慢車速，並注意可能突然出現的
側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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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彎時減慢速度。在這些情況中，您的輪
胎和路面之間的循跡力受到限制。當您在
過彎時，避免剎車。剎車前保持直行。 

註：在機車經過水沖，或行駛過泥濘時，剎
車的抓地力可能不良。若剎車抓地力不良，
低速騎乘時特別注意機車的前後方，輕輕操
作剎車直到抓地力牢靠。

淹水的路面
切勿在淹水的路上騎乘機車
若在淹水的路面上騎乘機車，請慢速前進並
檢查剎車操作。在淹水的路面騎乘後，請您
的鈴木授權經銷商檢查以下項目：
• 剎車效率
• 電瓶盒中的濕連接器，電線和水
• 驅動皮帶打滑
• 軸承等潤滑不良。
• 齒輪油的油位和外觀改變（如果齒輪油變

白，表示滲水，因此需要更換齒輪油）警告
循跡力受限時，過度剎車會造成輪胎打滑，
可能失去方向控制或成您和您的機車翻覆。

循跡力受限時小心剎車。

提示
在淹水的路上騎乘機車會導致引擎停止，並
可能導致電氣零件故障、驅動皮帶打滑和引
擎損壞。 

切勿在淹水的路上騎乘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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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己的限度
務必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人騎乘。了解自己的
騎乘限度，不勉強騎乘，就能協助避免事故
發生。

發生事故的主因僅是機車（而且無其他車
輛）轉彎速度太快。轉彎前，選擇適當的低
轉彎車速和適當的轉彎角度。

即使在筆直的路上，也要以適合交通、視
線和路面情況、您的機車和您的經驗的速
度騎乘。

安全騎乘機車需要您的心理和身理技能完
全是經驗的一部份。您不應嘗試單輪、疲
勞時或受到酒精或其他藥物的影響下騎
乘。酒精、非法藥物和甚至是某些處方藥
和成藥可能導致暈眩、失去協調性、失去
平衡，特別是失去良好的判斷力。若您感
到疲勞或受到酒精或其他藥物的影響，
「切勿騎乘」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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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曠少車的地方練習
您的騎乘技巧和機械知識是安全騎乘的基
礎。我們建議您在空曠少車的地方練習駕駛
機車，直到您完全熟悉您的機車及其控制方
法為止。

載乘客
本機車可搭乘兩個人。不可載送超過一個以
上的乘客。嘗試載送超過一個乘客是一件非
常危險的事。

如何載送乘客
正確完成載送乘客是分享機車騎乘樂趣的絕
佳方式。由於乘客的重量將會影響操控和剎
車，因此您必須稍微改變您的騎乘方式。 

您可能需要調整胎壓和懸吊。請參照「輪胎
壓力和載重」和「懸吊」一節取得更多詳細
資料。
• 輪胎壓力和載重：（ 3-61）
• 懸吊調整：（ 2-116）
• 載重限度：（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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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邀請某人乘坐您的機車之前，您需要徹
底熟悉機車的運作。

確保乘客在和您一起騎乘前了解以下事項。
• 乘客應總是抱住您的腰部、握住配備的

安全帶或抓桿。
• 要求您的乘客勿突然移動。轉彎時，乘

客應靠著您。
• 乘客應將腳保持在腳踏板上，即使是在

停紅綠燈時。為了協助防止燙傷，警告
您的乘客上下機車時不要碰觸到排氣
管。

關於一氧化碳
若要防止一氧化碳中毒，請在通風良好的地
方發動引擎。 
在排放的氣體中，一氧化碳是無色無味且容
易遭到忽略的氣體。 

警告
不可在通風不良的地方發動引擎，例如密閉
的車庫內。 

排放的氣體內有一氧化碳等有毒物質，可能
導致中毒。



1-12

騎乘注意事項
務必注意速限、當地法律和路上的基本規
則。禮貌的態度和負責的騎乘方式，做別人
的好榜樣。

結論
為了避免事故，必須小心和適當的判斷環
境。除了交通狀況外，道路、天氣和機車的
狀況也會變化。此外，其他車輛的移動也難
以預測，因此要時時保持注意。

非您可以控制的情況可能導致事故。戴上安
全帽和其他防護配備預防意外情況，學習緊
急剎車和轉彎技巧將對您和機車的傷害降到
小。

警告
機車行駛過程中，勿僅以單輪騎乘機車（前
輪或後輪離地）。這樣可能導致自己或路人
發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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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乘預防事項

引擎磨合

說明
機車 初行駛的 1600 公里是您的機車使用
壽命中 重要的時期。 
在此磨合期間，正確操作將有助於確保新機
車的 長壽命和性能。
在磨合期間，避免不需要的怠速、突然加速
或減速、突然改變騎乘方式或緊急剎車。 
以下說明適當的磨合方法。

建議引擎 大轉速
下表列出新車磨合期建議的引擎 大轉速。

改變引擎轉速
引擎轉速在磨合期會變化。這可使零件受到
壓力而「加壓」（輔助磨合程序），然後
「減壓」（讓零件冷卻）。雖然在磨合期間
對引擎組件施加一些壓力相當重要，但必須
小心不要對引擎施加太多壓力。

初 800 公里 低於 4500 r/min

達到 1600 公里 低於 6000 r/min

超過 1600 公里 紅區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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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輪胎的磨合
和引擎一樣，新輪胎也需要適當磨合才能達
到 佳抓地力。在 初 160 公里時，可藉由
逐漸增加機車的轉彎傾斜角來摩擦胎面，使
輪胎達到 佳抓地力。在 初 160 公里時，
請避免急劇加速、急轉彎和緊急剎車。

進行第一次且 重要的保養
機車的首次保養（磨合保養）是您的機車
重要的保養工作。在磨合期間，所有引擎零
件都會磨合。首次保養進行的保養工作包括
修正各調整值、鎖緊所有零件，以及更換髒
掉的機油。及時進行此項保養，能協助引擎
發揮 佳性能和延長使用壽命。

註：1000 公里保養應按本車主手冊「檢查與
保養」一節的說明進行。請特別注意該節中
「注意」和「警告」訊息部分的說明。

警告
若輪胎磨合不徹底，會造成輪胎打滑和失
控。

使用新輪胎騎乘時應特別小心。在 初
160 公里時，請根據本節的說明對輪胎進行
適當的磨合，並避免急劇加速、急轉彎和緊
急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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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斜坡上

在斜坡上騎乘
• 攀登陡坡時，機車可能會開始減速並出

現動力不足的現象。此時，您應該切換
到低速檔，使引擎得以再次於正常動力
輸出範圍內運作。請迅速換檔，以免機
車失去動力。

• 沿著長而陡峭的斜坡下降時，請切換至
較低檔位，利用引擎剎車來降低車速。
持續使用剎車會使剎車溫度過高並減損
其效果。

• 下坡騎乘時，小心不要讓引擎過度旋轉。

警告
若您在長下坡路上持續使用剎車，剎車可能
過熱，導致降低效用。

在長下坡路上使用引擎剎車，並且避免持續
使用剎車。

提示
在斜坡上停放油門和離合器桿運作中的機車
可能會損壞機車離合器。

在斜坡上停放機車時，請使用剎車。



1-16

停放

如何停放
要避免失竊，務必將車把上鎖，然後在離開
機車時取下鑰匙。請參閱第 2-82 頁 「點火
開關」。 
• 將機車停放在不會干擾到交通的位置。 
• 不可非法停車。 
• 引擎運轉時，或已停止後的一段時間

內，不可碰觸排氣管或引擎。 
• 將機車停在平坦的位置，然後將車把向

左轉到底。停放機車時避免車把向右
轉。 

• 將機車停放在別人不會碰觸到排氣管或
引擎的位置。

• 避免將機車停放在斜坡、碎石路、不平均
表面或柔軟地面，斜靠或移動時請小心。 

警告
安裝在排氣管內的觸媒轉化器溫度上升到非
常高溫，若停放在靠近易燃材料處可能導致
起火。 

停放時，檢查附近是否有乾草、木材、紙張
或油等易燃材料。

注意
發熱的排氣管會造成嚴重灼傷。在引擎停
止一段時間後，排氣管的熱度仍足以造成
灼傷。

請將機車停放在行人和兒童不會碰觸到排氣
管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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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在小斜坡上用側腳架支撐機車停放時，

應將車頭朝著斜坡「高」處，以防止側
腳架向上收起。為防止車輪轉動使得側
腳架向上收起，您可將機車打入一檔。
在啟動引擎前請將檔位打入空檔。

• 若您使用 U 型鎖、剎車盤鎖或鏈條之類
的防盜鎖，請記得在移動機車前解開所
有的防盜鎖。

推機車時
推機車時，點火開關請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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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剎車

什麼是 ABS？
ABS 是一種在騎乘時，控制剎車防止車輪鎖
死的裝置。

慣性測量單元 (IMU) 根據路面的坡度提供
ABS 控制，以控制用力採用前剎車時的後輪
不要抬高。(V-STROM 1050XT)

使用和沒有配備 ABS 的機車上的剎車桿和剎
車踏板一樣的方式進行剎車。 
ABS 以電子方式控制剎車壓力。此系統監測
車輪的旋轉速度，在偵測到車輪鎖死時降低
剎車壓力防止車輪鎖死。

由於 ABS 會持續作用，因此除了車速低於
8 km/h 和電瓶電量耗盡的情況外，不需要特
殊的剎車操作。採用剎車後，當 ABS 啟動以
防止車輪鎖死時，剎車桿和剎車踏板會稍微
振動。這不是異常情況。持續採用剎車。

有 ABS 的剎車距離可能比沒有 ABS 的剎車
距離長，視是否誤判、操作正確、路面和天
氣情況而定。不要過度依賴 ABS。

變更輪胎尺寸會影響車輪的轉速，因此導致
ABS 未正確作用。務必使用指定尺寸的輪胎。



1-19

本機車的 ABS 有兩種適當作用的模式。ABS
模式有 2 個模式（模式 1、模式 2）可以選
擇。(V-STROM 1050XT)

註：如需有關切換 ABS 模式的詳細資料，請
參閱第 2-72 頁 「ABS 模式 (V-STROM
1050XT)」。

註：在某些情況下，使用 ABS 的機車在鬆散
或不平均的表面上停車所需要的剎車距離會
比未配備 ABS 的同款機車更長。此外，沒有
ABS 的機車在越滑的路面剎車距離越長。

警告
使用 ABS 時若缺乏良好的判斷會很危險。
ABS 並不能彌補不良的道路狀況，不當的判
斷或操作不當的剎車。

切記，ABS 並不能彌補不當的判斷與錯誤的
剎車技巧，也不能取代在不良路面或惡劣天
候下減速騎乘的必要性。請做出良好的判
斷，勿使車速超過可安全駕駛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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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跡剎車系統 (V-STROM 1050XT)
此車款配備「循跡剎車系統」。機車過彎
時，此系統可根據機車傾斜角適當進行 ABS
剎車控制。如果剎車力道過大或緊急剎車，
此系統會在特定範圍內防止車輪鎖死。這樣
可輔助騎乘者遵循預期行進路線。

雖然 ABS 能協助避免車輪鎖死，您在彎道上剎
車時仍需提高警覺。不論您的機車是否配備了
ABS，在轉彎時緊急剎車都會使機車輪胎打滑、
失控。
擁有 ABS 並不表示您可以冒不必要的險。
ABS 並不能彌補不當的判斷、錯誤的剎車技
巧，也不能取代在不良路面或惡劣天候下減
速騎乘的必要性。

您在騎乘時仍需提高警覺，小心注意。

警告
循跡剎車系統依轉彎時採用剎車的傾斜角
度控制 ABS 剎車。但無法控制物理限制外
的水平滑動。過度依賴 ABS 可能導致意外
事故。 

請小心騎乘，不要過度依賴 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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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載重相關控制系統？
(V-STROM 1050XT)
載重相關控制系統根據騎乘者和機車載送的
人數，控制前後剎車的剎車力。 
一般而言，機車的重量重比輕時需要更強大
的剎車力。前後連結的剎車系統使用 ABS 單
元依據騎乘者施加的前剎車力控制後剎車
力，以減少因機車重量的不同造成的剎車力
差異。

系統學習對應機車重量的剎車力，並且根據
學習到的數據計算而來的剎車力控制剎車。 

因騎乘者人數和機車載重造成的重量變化經
常發生在點火開關關閉時，而且需要的剎車
力也會改變，因此每次點火開關關閉時要重
設學習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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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載重相關控制系統在點火開關開啟時發

動。 
• 越瞭解點火開關開啟後發生的情況，載

重相關控制系統施加的剎車力越接近適
合機車重量的力道。 

• 載重相關控制系統在沒有學習數據時不
會運作，例如在開啟點火開關後第一次
採用剎車時。由於此控制範圍有限，因
此剎車時切勿過度依賴。 

• 當載重相關控制系統發生錯誤時，ABS 指
示燈和主要警告指示燈會亮起。在此情
況中，ABS 不會作用。若指示燈亮起，應
立刻聯絡鈴木授權的經銷商。

如何使用剎車系統
1. 向外轉動油門轉把使油門完全關閉。
2. 應同時平均地使用前和後剎車。
3. 在車速減慢時降檔。
4. 在機車將要停下之前，將離合器桿拉向

內握緊（離合器分離位置）同時切換到
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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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經驗不足的騎乘者會傾向於只使用後剎車而
忽略前剎車。這會造成停車距離過長，甚至
導致碰撞。僅使用前剎車或是後剎車制動，
會造成機車打滑和失控。

應同時平均地使用前後剎車。

警告
在濕滑、鬆散、凹凸不平或滑溜的路面上緊
急剎車會造成車輪打滑和機車失控。

在滑溜或不平的路面上應謹慎、緩慢的剎車。

警告
和其他車子跟得太近可能會造成碰撞。當車
速增加時，應逐漸增加車與車的剎車距離。

請務必與前車保持安全的剎車距離。

警告
轉彎時緊急剎車會造成車輪打滑、機車失控
和/或翻覆。

請在開始轉彎前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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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指示
使用辛烷值 95 以上（研究方法）的高級無鉛
汽油。使用高級無鉛汽油可以延長火星塞和
排氣系統零件的壽命。 

（加拿大）
您的機車需要使用辛烷值高於 90 ((R+M)/2
法) 的高級無鉛汽油。在部分地區只能使用
加氧燃油。

使用的燃油：高級無鉛汽油
油箱容量：20.0 L

警告
在機車轉彎時剎車會很危險，不論您的機車
是否配備了 ABS。當您在機車轉彎時緊急剎
車，ABS 並不能控制車輪在此時發生的側滑
現象、而此側滑現象會使機車失控。

在開始轉彎前請先在直線道路上將車速降
低，以避免在轉彎時剎車（輕微剎車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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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此型引擎在設計上使用高級無鉛汽油。

僅限使用高級無鉛汽油。
• 如果引擎發生故障，例如加速不良或動

力不足，可能是燃油所引起。在這個情
況下，請前往不同的加油站。如果前往
不同的加油站仍然無法改善這個情況，
請諮詢鈴木授權經銷商。

建議的加氧燃油
（加拿大、歐盟）
達到 低辛烷值且符合下述要求的加氧燃油
可用於您的機車，且不會因此損及新車有限
保固條款或廢氣排放控制系統保固條款。

註：加氧燃油是包含攜氧添加劑的燃料，如
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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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混合汽油
在部分地區，可以在市面上買得到無鉛汽油
和乙醇（榖類酒精）的混合物或所謂的
"GASOHOL"。若此類混合物的乙醇含量不超過
10%，可用於您的機車。請確保此乙醇混合汽
油的辛烷值不低於建議值。

使用建議的汽油。

註：
• 為協助減少空氣污染，鈴木公司建議您

使用加氧燃油。
• 請確保您使用的任何加氧燃油都達到建

議的辛烷值。
• 若您在使用某種加氧燃油時對機車的行

駛性能不滿意，或者感覺到引擎爆震，
請用其他品牌的燃料，因各品牌間可能
會有差異。

RON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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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的使用與機車載重

配件

如何選擇
加裝不合適的配件會產生安全隱憂，甚至
危及到騎乘者的人身安全。鈴木公司不可
能對市場上可買到的各種配件及其組合進
行試驗。不過，您的經銷商可協助您選擇
優質配件，並正確安裝。在選擇及安裝配
件時請務必小心，若有任何問題請諮詢鈴
木授權經銷商。 
此外，安裝配件時，確保在機車的負載能力
內。如需有關負載能力的資訊，請參閱第 1-29
頁 「載重」。

提示
溢出的汽油內含乙醇，可能會對機車的漆面
造成損壞。

加油時請注意避免濺出任何燃油。若有任何
汽油濺出，應立即將其擦淨。

提示
請勿使用含鉛汽油。

使用含鉛汽油會造成觸媒轉化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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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安裝指南 
• 在安裝擋風配件時，例如整流罩、擋風

玻璃、背靠、鞍座帶以及旅行箱、配件
的安裝位置應盡量低，緊貼車身、靠近
重心。對於固定架和附件請務必留心檢
查，以確認是否裝牢。

• 檢查加裝配件的地面間隙和傾斜角是否
適當。特別注意不可妨礙到機車的減
震、轉向或其他的操作。

• 配件若安裝在車把或是前叉部分，會造
成嚴重的穩定性問題。這些額外重量會
降低機車的轉向靈活性。這些重量也可
能會造成前端震動，駕駛不穩定。車把
和前叉部分上加裝的配件，應盡量減輕
其重量。

警告
配件安裝不當或不當改裝機車會使機車的操
控方式發生改變，且可能會造成事故。

• 請勿使用不適當的配件，並請確認所有使
用中的配件都已正確安裝。 

• 所有加裝到機車上的零件與配件都必須是
為您的機車所設計的原廠鈴木零件。 

• 請依據配件與配件的相關指示安裝及使
用。 

• 若有任何疑問，請聯絡鈴木授權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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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勿以機車拖曳拖車或邊車。本型機車
並非設計用於拖曳拖車或邊車。 

• 有些配件可能導致難以達到正確騎乘位
置，或造成使用性變差。確認您可以達
到正確的騎乘位置。 

• 請選用不超過機車電氣系統容量的電子
附件。嚴重超載會損壞配線或造成危
險。使用鈴木原廠配件。

載重

載重限度
• 機車有載重時的操控和安全特性跟沒有

載重時不同。 
• 切 勿 超 過 本 機 車 的 機 車 總 重 量

(G.V.W.R.)。機車總重量 (G.V.W.R.) 是
機車、配件、有效負載、騎乘者及乘客
的 大重量。在選購配件時，不僅需要
考慮騎乘者的重量也要考慮到配件的重
量。配件附加的重量不僅可能使駕駛狀
況變得不安全，也可能會影響機車的穩
定性。

G.V.W.R.：440 kg
輪胎壓力（冷機狀態）
前輪：250 kPa (2.50 kg/cm2)
後輪：290 kPa (2.90 kg/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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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載指南
單人騎乘時，本型機車可以裝載一些較小的
物品。請遵守下列裝載指南： 
• 後座承載行李時，用橡膠帶等物品將行

李牢牢固定在定位。行李不可超重。 
• 機車兩側的負載應儘量相等以保持平

衡，並將其牢牢固定。 
• 儘可能減少貨物重量，並使貨物靠近機

車中心。 
• 請視需要調整懸吊裝置。 

• 請勿將大型物品或重物放置於機車的轉
向車把、前叉或後擋泥板處。

• 不可安裝超出機車車身尾部外的行李
箱、載重箱或其他物品。 

• 檢查機車前後輪的輪胎壓力是否符合載
重要求。請參照第 3-61 頁 「輪胎壓力
和載重」。

• 貨物裝載不當會影響機車的操縱性能和
穩定性。攜帶行李或裝上配件時，更慢
速騎乘。

警告
超重或裝載不當會導致機車失去控制，進而
引發事故。

請依照本手冊中的載重限度和裝載指南裝載
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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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改裝
不可進行不當的改裝。 
與本機車的結構或功能有關的改裝可能損壞
操控性、增加排氣噪音或甚至減少壽命。除
了觸犯法律外，此類改裝可能影響他人。 

本機車的車身是以鋁合金製成。因此，請勿
對車身進行任何改裝，例如鑽孔或焊接。因
為這麼做會使車身強度大幅減弱。這樣可能
會使您無法安全地駕駛機車，並造成事故。
對於人身傷害或機車受到的損失，如果是因
為改裝車身行為所造成，鈴木機車公司不負
任何責任。配件上的螺栓如果不會使車身發
生任何改變，可以安裝，但不可超過本節所
述的裝載限制。

警告
若行李碰觸到高溫的排氣管或引擎，可能導
致行李或機車起火。 

在機車上裝載行李時，不可讓行李碰觸到高
溫部位。

警告
將物品放置在整流罩後方空間會干擾轉向，
使機車失控。

整流罩後方空間請勿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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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固範圍不涵蓋機車的改裝部份。 
• 本機車符合廢氣排放法規。本機車配備

可以淨化排放氣體的觸媒轉化器。改裝
排氣管可能使本機車不符合排放氣體的
規定。更換排氣管時，請洽詢鈴木授權
的經銷商。 

• 刻有 "Suzuki" 標記的排氣管表示是鈴木
原廠零件。 

• 不可自行調整引擎或拆下零件。關於引
擎的調整，請洽詢鈴木授權的經銷商。 

• 建議您的機車使用鈴木原廠零件和指定 /
建議的機油和潤滑油。原廠零件經過徹底
檢查，並且專為鈴木機車使用而製造。 

• 在機車上安裝行李或配件時，請遵守載
重限制。

警告
對鋁合金車身進行的改裝，例如鑽孔或焊
接，會降低車身強度。這可能會造成機車無
法安全操控，且可能會因此引發事故。

請勿對車身進行任何改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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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縱裝置、設備和調整

各部位名稱和設計圖（圖片索引）
主要裝置的位置

把手 V-STROM 1050 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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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 V-STROM 1050 周圍

1 離合器桿（ 2-107）
2 左車把開關（ 2-14）
3 離合器油壺（ 3-48）
4 USB 插座（ 2-126）
5 儀錶板（ 2-24）
6 點火開關（ 2-82）
7 前剎車油筒（ 3-51）
8 右車把開關（ 2-14）
9 油門轉把 
0 剎車桿（ 2-105）
A 油箱蓋（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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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側視圖 V-STROM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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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側視圖 V-STROM 1050

B 空氣濾清器（ 3-23）
C 空氣濾清器排放塞（ 3-27）
D 電瓶（ 3-18） 
E 保險絲（ 3-82）
F 工具（ 3-11）
G 腳踏換檔桿（ 2-102）（ 3-57）
H 側腳架（ 2-114）
I 腳踏板
J 乘客腳踏板
K 座墊鎖（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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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側視圖 V-STROM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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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側視圖 V-STROM 1050

L 後剎車油壺（ 3-51）
M 引擎冷卻液油壺（ 3-38）
N 後剎車燈開關（ 3-56）
O 後剎車踏板（ 3-55）
P 引擎機油過濾器蓋（ 3-28）
Q 引擎機油檢查視窗（ 3-28）
R 引擎機油排放塞（ 3-28）
S 引擎機油濾清器（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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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周圍 V-STROM 1050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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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周圍 V-STROM 1050XT

1 離合器桿（ 2-107）
2 左車把開關（ 2-14）
3 離合器油壺（ 3-48）
4 USB 插座（ 2-126）
5 儀錶板（ 2-24）
6 點火開關（ 2-82）
7 前剎車油筒（ 3-51）
8 右車把開關（ 2-14）
9 油門轉把 
0 剎車桿（ 2-105）
A 油箱蓋（ 2-99）



2-10

左側視圖 V-STROM 1050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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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側視圖 V-STROM 1050XT

B 空氣濾清器（ 3-23）
C 空氣濾清器排放塞（ 3-27）
D 電瓶（ 3-18） 
E 保險絲（ 3-82）
F 工具（ 3-11）
G 輸出端子（ 2-124）
H 腳踏換檔桿（ 2-102）（ 3-57）
I 側腳架（ 2-114）
J 腳踏板
K 乘客腳踏板
L 座墊鎖（ 2-109）
M 中央腳架（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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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側視圖 V-STROM 1050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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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側視圖 V-STROM 1050XT

N 後剎車油壺（ 3-51）
O 引擎冷卻液油壺（ 3-38）
P 後剎車燈開關（ 3-56）
Q 後剎車踏板（ 3-55）
R 引擎機油過濾器蓋（ 3-28）
S 引擎機油檢查視窗（ 3-28）
T 引擎機油排放塞（ 3-28）
U 引擎機油濾清器（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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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把開關

左車把 右車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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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車把

1 調光器開關/大燈閃爍開關（ 2-89）
2 選擇開關（ 2-20）（ 2-22）
3 MODE 開關（ 2-91）
4 方向燈開關（ 2-91）
5 喇叭開關（ 2-91）

右車把

6 引擎停止開關（ 2-92）
7 電動啟動器開關（ 2-92））
8 危險警告開關（ 2-93）
9 巡航控制開關 (V-STROM 1050XT)（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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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燈和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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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BS 指示燈（ 2-33）
2 轉向訊號指示燈（ 2-25）
3 引擎轉速指示燈（ 2-25）
4 循跡控制指示燈（ 2-26）
5 空檔指示燈（ 2-27）
6 故障指示燈（ 2-28）
7 巡航控制指示器燈 (V-STROM 1050XT)（ 2-29）
8 主要警告指示燈（ 2-29）
9 遠光指示燈（ 2-30）
0 凍結指示燈（ 2-30）
A 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 機油壓力指示器燈 / 電瓶電壓警告指示燈（ 2-30）
B LCD（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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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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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擎轉速指示器（ 2-52）
2 保養提醒指示器（ 2-41）
3 轉速計（ 2-35）
4 檔位指示器（ 2-37）
5 紅區（ 2-35）
6 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2-36）
7 燃油油位指示器（ 2-38）
8 速度錶（ 2-35）
9 巡航控制指示燈 (V-STROM 1050XT)（ 2-39）
0 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  機油壓力指示器燈 / 電瓶電壓警告指示燈（ 2-30）
A 斜坡起步指示燈 (V-STROM 1050XT)（ 2-40）
B 鈴木駕駛模式選擇器指示燈 (SDMS)（ 2-66）
C 循跡控制系統指示器（ 2-68）
D ABS 模式指示燈 (V-STROM 1050XT)（ 2-72）
E 多功能顯示（ 2-42）
F 時鐘（ 2-43）
G 溫度計（ 2-43）
H 診斷顯示（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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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顯示
正常模式

: 選擇開關（上）

: 選擇開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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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選擇開關（上或下）可設定多功能顯示
中的各個項目。 

1 瞬間燃油消耗表（ 2-45）
2 旅程錶 A/平均燃油消耗表 A

（ 2-47）
3 旅程錶 B/平均燃油消耗表 B

（ 2-47）
4 電壓表/儀錶板燈亮度（ 2-49）
5 里程錶/可騎距離錶（ 2-46）

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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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模式

4

: 選擇開關（上）

: 選擇開關（下）

: 按下選擇開關（上）約 2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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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選擇開關（上或下）可設定多功能顯示
中的各個項目。 

1 DATE&TIME
設定日期與時間。（ 2-50）

2 RPM SET
設定引擎轉速指示燈。（ 2-52）

3 UNIT
設定單位。（ 2-58）

4 SERVICE
設定保養週期通知。（ 2-60）

5 HILL HOLD SET (V-STROM 1050XT) 
設定斜坡起步操縱裝置。（ 2-63）

2

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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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錶板

初始儀錶顯示

將點火開關轉到 ON，儀錶的反應如下所示。
• 所有液晶讀數 1 出現，然後正常顯示。
• 以下的指示燈會亮起 3 秒。

- 故障指示燈 2
- 主要警告指示燈 3
- 凍結指示燈 4
- 引擎轉速指示燈 5
- 巡航控制指示燈6 (V-STROM 1050XT) 

• 以下指示燈亮起。
- 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 機油壓力指
示器燈 / 電瓶電壓警告指示燈 7 

- ABS 指示燈 8
- 循跡控制指示燈 9

註：關於關閉條件，請參照本節中各指示器
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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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訊號指示燈 「」 
操作右轉或左轉訊號開關會導致轉向訊號指
示燈閃爍。

註：如果方向燈由於燈芯（V-STROM 1050）
或電路故障不能正常運作，指示燈會快速閃
爍以提醒騎乘者已經發生故障。

引擎轉速指示燈
引擎速度達到設定值時，引擎轉速指示燈 1
會亮起或閃爍以指示何時升檔。您可以在引
擎轉速指示燈設定模式中，變更燈光和引擎
速度設定的方法。 
如需有關引擎轉速指示燈的詳細資料，請參
閱第 2-52 頁「2.RPM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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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跡控制指示燈 "TC"
循跡控制 (TC) 指示燈的操作因機車設定而
異。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第 2-68 頁「循
跡控制系統」。

• 點火開關 ON 時亮起，速度達到約 10 km/h
和循跡控制系統可操作時亮起。

• 循跡控制系統運作時閃爍。
• 循跡控制系統設定為 OFF 時一直閃爍。

若循環控制 (TC) 指示燈在點火開關 ON 以外
時亮起，請將機車停在安全位置，然後關閉
點火開關。稍待片刻，發動引擎，然後在機
車以 10 km/h 或更快速度行駛時，檢查循跡
控制指示燈 "TC" 和故障指示燈是否亮起。

• 若機車以 10 km/h 或更快速度行駛時，
循跡控制 (TC) 指示燈熄滅，表示機車運
作正常。

• 若機車以 10 km/h 或更快速度行駛時，
循跡控制 (TC) 指示燈未熄滅，表示機車
運作不正常。若燈未熄滅，請諮詢鈴木
授權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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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檔指示燈 "N"
當變速箱位於空檔時，綠色指示燈會亮起。
此燈會在您切換到空檔以外任何其他檔位時
熄滅。

警告
循跡控制系統故障時，循跡控制 (TC) 指示
燈和故障指示燈會同時亮起。循跡控制系統
在這些情況中不會作用。

當這些指示燈同時亮起時，請關閉循跡控制
系統，然後諮詢鈴木授權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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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指示燈 「 」 
點火開關 ON 時，故障指示燈會亮起 3 秒進
行燈檢查，然後熄滅。

排放控制裝置或引擎電氣裝置有故障時，故
障指示燈會亮起。 

若故障指示燈亮起，故障顯示幕上會同時出
現 "FI"。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第 2-44 頁「診斷顯
示」。

註：如果故障指示燈亮起或閃爍，請立刻諮
詢鈴木授權經銷商。

提示
在故障指示燈亮起或閃爍的情況下使引擎
持續運轉，可能會影響排放控制裝置或行
駛性能。 

若在這種情況下騎乘機車，請低速騎乘，不
要大幅度轉動油門，然後立刻由鈴木授權經
銷商檢查您的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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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航控制指示燈 「 」 (V-STROM 1050XT)
點火開關開啟時，巡航控制指示燈會亮起
3 秒進行燈檢查，然後熄滅。 

指示巡航控制操作狀態，如下所示。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第 2-73 頁 「巡航控
制 (V-STROM 1050XT)」。

主要警告指示燈 「 」
點火開關開啟時，主要警告指示燈會亮起
3 秒進行燈檢查，然後熄滅。

主要警告指示燈在發生以下情況時會亮起或
閃爍。 
• 引擎 - 相關故障
• ABS - 相關故障
• 車把開關故障
• 環境溫度感應器故障
• 機車翻覆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第 2-44 頁 「診斷顯
示」。

註：如果主要警告指示燈亮起或閃爍，請立
刻諮詢鈴木授權經銷商。

指示燈 系統狀態

未亮起 關閉 

亮起 開

閃爍 3 秒
• 機車目標速度已設定 
• 操作恢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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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光指示燈 「」 
啟用大燈遠光時，藍色指示燈會亮起。

凍結指示燈 「 」 
點火開關開啟時，凍結指示燈會亮起 3 秒進
行燈檢查，然後熄滅。

當環境溫度低於 3°C 時，凍結指示燈 會開
始閃爍。凍結指示燈會持續閃爍 30 秒，然後
持續亮著，直到環境溫度達到 5°C 以上。

當環境溫度低於 3°C 時，多功能顯示會顯
示溫度讀數並閃爍 30 秒。

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 機油壓力指示器燈 / 
電瓶電壓警告指示燈
點火開關開啟時，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
機油壓力指示器燈 / 電瓶電壓警告指示燈 1
會亮起，而且正常在引擎發動時會熄滅。

發生以下故障時，指示燈會亮起。 
• 冷卻液溫度超過 120°C 
• 引擎機油壓力下降
• 電瓶性能不足

亮起時，液晶顯示幕上會出現機油壓力指示
燈 2、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3 警告指示
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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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油壓力指示器 「」
點火開關開啟時，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
機油壓力指示器燈 / 電瓶電壓警告指示燈會
亮起，而且機油壓力指示燈同時出現。正常
來講，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 機油壓力指
示燈 / 電瓶會在引擎發動時熄滅，而且機油
壓力指示燈也會消失。 

提示
引擎啟動後，如果在機油壓力指示器燈亮起
時轉動油門把手或騎乘機車，可能會對引擎
產生不良影響。

在轉動油門把手或騎乘機車之前，確認機油
壓力指示器燈已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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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第 2-36 頁「引擎冷
卻液溫度指示燈「」」

電瓶電壓警告指示燈「 」
此指示燈會在電瓶效能過低時亮起，提示您
檢查或將電瓶充電。

註：請鈴木授權經銷商檢查和將電瓶充電。

提示
在顯示機油壓力指示燈時騎乘機車，可能導
致引擎損壞。 

若機油壓力指示器燈亮起，表示機油壓力過
低，請立即停止引擎運轉。檢查機油油位，
必要時補充機油。若機油的油量正常但此指
示燈不滅，應儘快請鈴木授權經銷商或合格
技師檢查您的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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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指示燈 「」
• 本指示器通常會在點火開關轉到 "ON" 時亮

起，並在機車時速超過 5 km/h 後熄滅。
• 若 ABS（防鎖死剎車系統）發生問題，此

指示燈會亮起。ABS 在 ABS 指示燈亮起
時不會發揮作用。

警告
在 ABS 指示燈亮起的狀況下駕駛機車可能
會很危險。

若 ABS 指示燈在駕駛時閃爍或亮起，請將
機車停放在安全的位置，並關閉點火開關。
等待數分鐘，將點火開關轉到 "ON" 位置，
然後檢查指示燈是否亮起。
• 若指示燈在開始駕駛後熄滅，ABS 會發揮
作用。

• 若指示燈未在開始駕駛後熄滅，表示 ABS
未發揮作用。您應儘快讓鈴木授權經銷商
對系統進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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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若 ABS 指示燈在機車發動後但開始騎乘

前熄滅，請先關閉再打開點火開關以檢
查 ABS 指示燈的功能。若引擎在開始騎
乘前以高速轉動，ABS 指示燈可能會熄
滅。若 ABS 指示燈未在點火開關打開後
亮起，請儘快讓鈴木授權經銷商對系統
進行檢查。

• 在騎乘機車和引擎高速運轉後，如果在
引擎仍運轉的狀態下以中央腳架支撐機
車，ABS 指示燈可能會亮起。在這個情況
下，請先關閉再打開點火開關以檢查 ABS
指示燈是否亮起。之後在機車時速超過
5 km/h 後檢查 ABS 指示燈是否熄滅。若
ABS 指示燈未熄滅，請儘快讓鈴木授權經
銷商對系統進行檢查。

警告
ABS 指示燈亮起時，ABS 不會發揮作用。
ABS 指示燈亮起時，突然和過度施力在剎車
上可能造成輪子鎖死，導致機車失去控制。 

請立刻讓鈴木授權經銷商檢查您的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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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錶
速度錶以每小時公里為單位顯示行駛速度。

轉速計
轉速計顯示引擎每分鐘的轉速 (r/min)。

<紅區> 
紅區 1 指示引擎速度範圍是否超過允許的
引擎速度。在紅區中操作引擎將阻礙引擎順
暢運轉，並對引擎壽命造成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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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液晶顯示幕溫度計 1、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
燈 2、3、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 機油
壓力指示器燈 / 電瓶電壓警告指示燈 4 顯
示冷卻液溫度。

若冷卻液溫度超過 120°C，引擎冷卻液溫度
指示燈 / 機油壓力指示器燈 / 電瓶電壓警
告指示燈 4 會亮起，而且冷卻液溫度指示
燈 2 會閃爍。 
如果出現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請將引擎
熄火。引擎冷卻後，檢查油壺的冷卻液位。

提示
長時間在高溫下怠速時，引擎冷卻液溫度指
示燈可能會出現。

若出現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請停止引擎
使其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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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位指示器
檔位指示燈顯示檔位。當變速箱處於空檔時
此指示器顯示 "N"。

註：當顯示器於多功能顯示區中顯示 "CHEC"
時，檔位指示器不會顯示數字，僅會顯示
"–"。

提示
在顯示引擎冷卻液指示燈時騎乘機車，可能
導致引擎因過熱而損壞。 

若出現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請停止引擎
使其冷卻。此外，在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消失前勿發動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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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油位指示器 「」
燃油油位指示燈顯示油箱內剩餘的燃油量。 
• 當油箱內充滿燃油時，燃油油位指示器

會顯示全部 6 個區塊。 
• 當燃油油位低於 5.4 L 時，記號 1 會

閃爍。
• 當油位低於 2.2 L 時，記號和油量顯示

段會閃爍。

註：
• 當機車以側腳架安置時，燃油油位指示

器顯示油量不會正確。機車處於直立位
置時，將點火開關轉至 "ON" 位置。

• 如果燃油記號閃爍，請立即加滿油箱。
當油箱快用完時，燃油油位指示器的
後一個顯示段也會閃爍。

油箱 約 2.2 L 約 5.4 L 滿

油量顯示段
閃爍 

 記號

閃爍 閃爍 

提示
用完油箱內的所有汽油（將汽油耗盡）會導
致觸媒轉化器損壞。 

在汽油耗盡前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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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航控制指示燈 (V-STROM 1050XT)
指示巡航控制操作狀態，如下所示。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第 2-73 頁「巡航控
制 (V-STROM 1050XT)」。

註：在待機狀態設定機車目標速度時，若
不符合允許設定的情況，巡航控制指示燈
會閃爍。

指示燈 系統狀態

未亮起 關閉 

亮起 待機狀態

閃爍 無法設定機車目標速度 

亮起 機車目標速度已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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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坡起步指示燈 (V-STROM 1050XT)
指示斜坡起步操作狀態，如下所示。

如需有關斜坡起步的詳細資料，請參閱第
2-79 頁「斜坡起步 (V-STROM 1050XT)」。 

註：
• 在放開剎車桿和剎車踏板後，斜坡起步

指示燈會閃爍約 27 秒以通知騎乘者。指
示燈開始閃爍後，系統會關閉約 3 秒。 

• 若電瓶電壓不足，ABS 警告燈和 (H) OFF
（關閉）指示燈會暫時亮起。在機車速
度超過 5km/h 時，若兩個燈都熄滅表示
沒有問題。

指示燈 系統狀態

未亮起 待機 

亮起 系統控制剎車

閃爍 鬆開剎車控制的預告 

亮起
• 系統關閉
• 系統故障



2-41

保養提醒指示器「 」 
可透過設定日期和距離通知您下次保養時
間。到達設定的日期或距離時，保養提醒指
示器「 」會亮起。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第 2-60 頁「4.SERVICE」。

註：請由鈴木授權經銷商進行適當的保養提
醒設定。

警告
多功能顯示幕的警告顯示上顯示 "HILL"（斜
坡）時，斜坡起步不會作用，而且主要警告
指示燈會亮起。停在向上斜坡時，機車可能
向後移動並翻覆或導致發生事故。 

若顯示 "HILL" 且主要警告指示燈亮起，請
立刻聯絡您的鈴木授權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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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顯示 
多功能顯示器總是會顯示時間與溫度。

您可以將螢幕上側和下側顯示的項目設定為
以下項目之一。

上方：
• 瞬間燃油消耗表
• 里程錶/可騎距離錶

下方：
• 里程錶/可騎距離錶
• 旅程錶 A/平均燃油消耗表 A
• 旅程錶 B/平均燃油消耗表 B
• 電壓表/儀錶板燈亮度

註：在螢幕的上側選擇里程錶 / 可騎距離錶
時，無法在下側選擇里程錶/可騎距離錶。

警告
在騎乘時變更顯示器可能會很危險。將手從
車把移開會使您難以控制機車。

請勿在騎乘時調整顯示器。在機車停止時，
變更或確認設定。

上方

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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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鐘
時間以 AM/PM 表示的 12 小時制顯示時間。

透過選擇多功能顯示的選單中的 "DATE &
TIME" 調整。（ 2-50）

溫度計
溫度計總是顯示環境溫度。
溫度顯示範圍從 –10°C 到 50°C。當環境
氣溫低於 –10°C 時，溫度計會顯示 "Lo"。
當環境氣溫高於 50°C 時，溫度計會顯示
"HI"。

可以透過選擇多功能顯示的選單中的 "UNIT"
變更溫度的單位 (°C/°F)。（ 2-58）

註：使用溫度顯示作為指南。此顯示在機車
停止或低速移動時可能不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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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顯示
診斷顯示器會顯示目前的故障資訊。若顯示
以下任何內容，請立刻聯絡鈴木授權經銷商
檢查機車。 

1 控制器之間的通訊失敗

2 晶片鎖未獲得許可

3 偵測到引擎相關錯誤

4 機車翻倒（翻覆）

5 斜坡起步功能故障

6 車把開關故障

7 環境溫度感應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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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顯示 "CHEC" 時，引擎無法發動。請檢
查以下項目。若 CHEC 顯示未消失，請由鈴
木授權經銷商檢查您的機車。 
• 是否有任何保險絲燒毀？ 
• 儀錶接頭是否連接？

瞬間燃油消耗表
當運轉時，瞬間燃油消耗表會顯示瞬間燃油
消耗量。

停車時，不會測量燃油消耗量。

km/L 的顯示範圍介於 0 到 50，L/100 km
的顯示範圍介於 0 到 25。

註：顯示幕顯示預估值，可能和實際值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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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錶/可騎距離錶

里程錶 1
里程錶登錄機車已經行駛的總里程數。里程
錶的顯示範圍為 0 至 999999。

註：當總里程數超過 999999 時，里程錶顯
示幕會在 999999 鎖定。

可騎距離錶 2
駕駛範圍錶根據 1 至 999 公里範圍內的剩
餘燃油顯示預估駕駛範圍（距離）。加油
後，駕駛範圍將重新計算，但是若加入的油
量太少，指示可能不會變更。

當機車以側腳架安置時，駕駛範圍不會重新計
算。在側腳架收起時檢查預估駕駛範圍（距
離）。斷開電瓶時，可騎距離錶會歸零。若發
生此情形，里程錶會顯示 "– – –"，直到
機車已行駛特定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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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駕駛範圍（距離）為預估值。顯示內容

可能和實際行駛距離不同，因此建議您
提早加油。

• 里程錶不會使用平均燃油消耗值計算駕
駛範圍（距離），因此計算結果可能與
平均燃油消耗錶的顯示值不同。

旅程錶/平均燃油消耗表

旅程錶 1
• 重設後，行駛距離以 km（公里）顯示。
• 有 2 個模式：「旅程 A」和「旅程

B」。顯示範圍為 0.0 – 9999.9。超過
9999.9 時，顯示會回到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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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顯示器顯示出您希望歸位的旅程錶 A
或 B 時，按住選擇開關（下）2 秒可將
旅程錶歸位至零。當您將旅程錶 A 或 B
歸零時，燃油消耗錶也會歸零。

• 當您將旅程錶 A 或 B 歸零時，燃油消耗
錶也會歸零。平均燃油消耗為 – –.–，
直到已行駛設定的距離。

註：當旅程錶的顯示超過 9999.9 時，該旅
程錶會歸零並重新開始計數。

平均燃油消耗錶 2
• 顯示「旅程 A」和「旅程 B」的行駛距離

的燃油消耗。顯示範圍如下所示： 
- km/L 顯示範圍：0.1 – 99.9 
- L/100 km 顯示範圍：2.0 – 99.9

• 若要將平均燃油消耗歸零，請將旅程錶
歸零。旅程錶顯示 0.0 時，平均油耗顯
示為 – –.–。

註：顯示內容為預估值，可能和實際值不
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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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表/儀錶板燈亮度 

電壓表 1
電壓表根據 10.0 至 16.0 V 的範圍顯示電
瓶電壓。

註：
• 顯示的值可能因其他儀表的值而異。 
• 若經常顯示低於 12.0 V 的電壓，請由鈴

木授權經銷商檢查機車。

儀錶板燈亮度 2
將此錶設為儀錶板燈亮度。按下選擇開關
（上）可分六階段更改儀錶板燈亮度。亮度
指示器從 " "（ 小亮度）到 " "
（ 大亮度）顯示亮度。

註：在調整儀錶板燈亮度表時按下 MODE 開
關，畫面會切換到駕駛模式選擇，因此，再
也無法調整儀錶板亮燈亮度。在這個情況
下，請再按一次 MODE 開關取消駕駛模式選
擇，然後即可調整儀錶板燈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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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目的多功能顯示設定

1.DATE & TIME

<日期/時間調整>
按照下列步驟設定日期與時間。 

1. 從 "MENU" 指示中，選擇 "DATE &
TIME"，然 後 按 下 選 擇 開 關（下）約
2 秒。"DATE & TIME" 會開始閃爍，然後
顯示幕變為設定畫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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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下選擇開關（上或下）可選擇年、
月、日、時或分指示。所選項目會反白
顯示。 

3. 按下選擇開關（下）約 2 秒，使箭頭記
號（ 、 ）出現在指示上方和下方。 

4. 按下選擇開關（上或下）可設定年、
月、日、時和分指示。 

<指示設定>
可以從以下 3 種方式選擇年、月和日指
示的順序。
• Y/M/D（年、月、日）
• M/D/Y（月、日、年）
• D/M/Y（日、月、年）

5. 按下選擇開關（下）約 2 秒。指示上方
和下方的箭頭記號（ 、 ）消失，且設
定已確認，然後會返回設定畫面。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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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在設定期間按下選擇開關（上）約 2 秒

時，設 定 會 終 止，而 且 螢 幕 將 返 回
"MENU" 指示。 

• 在設定期間 OFF 點火開關或者未操作開
關達 10 秒時，設定也會終止。在這個情
況下，會採用終止時的設定。 

• 可以將年設為 2019 至 2099。 
• 斷開和重新連接電瓶端子時，日期與時間

會重設。在這個情況下，請再次設定。

2.RPM SET
達到設定的引擎轉速時，引擎轉速指示燈和
引擎轉速指示燈會亮起或閃爍。若要設定引
擎轉速，請依下述步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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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 "MENU" 指示中，選擇 "RPM SET"，然後
按下選擇開關（下）約 2 秒。"RPM SET"
會開始閃爍，然後顯示幕移至設定畫面。 

2. 按下選擇開關（上或下），顯示選擇的箭
頭會移動，而且所選項目會反白顯示。

註：在 "MODE" 設定中選擇 "OFF" 時，無法
選擇 "MAIN" 和 "BRIGHT"。在這個情況下，
請在 "MODE" 設定中選擇「亮起」 " " 或
「閃爍」 " "。（ 2-5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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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畫面包含下列項目 1 至 3。 

1.MODE
設定引擎轉速指示燈主（白）LED 的照明
（亮起、閃爍、熄滅）。 

2.MAIN
設定主（白）LED 的照明時間。

3.BRIGHT
設定主（白）LED 的亮度。

註：
• 斷開和重新連接電瓶端子時，務必再次

設定引擎轉速指示燈設定。 
• 在設定期間按下選擇開關（上）約 2 秒

時，設定會終止並返回 "MENU" 指示。在
這個情況下，會採用終止時的設定。 

• 關閉點火開關或者未操作開關達 10 秒
時，設定也會終止。在這個情況下，會
採用終止時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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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照明模式）設定
請依下述步驟設定引擎轉速指示燈的照明
模式。 

1. 選擇 "MODE" 時，按下選擇開關（下）約
2 秒以移至設定畫面。 

2. 按下選擇開關（上或下）可選擇引擎轉
速指示燈的照明模式（亮起、閃爍、
OFF）。引擎轉速指示燈「」與「亮
起」或 「閃爍」的選擇互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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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下選擇開關（下）約 2 秒以確認設定
並返回設定畫面。 

引擎轉速指示燈和引擎轉速指示燈「」的
指示方式如下所示。 

MAIN（引擎轉速預設）設定
請依下述步驟設定引擎轉速指示燈的預設轉
速。 

1. 選擇 "MAIN" 時，按下選擇開關（下）約
2 秒以移至設定畫面。 

"MODE"
亮起
" "

閃爍
" "

關閉

主 LED   閃爍 –

引擎轉速指示器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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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下選擇開關（上或下）可設定預設轉
速。設定範圍從 3000 r/min 到
9250 r/min，以 250 r/min 為單位遞
增。轉速計顯示預設 r/min。

3. 按下選擇開關（下）約 2 秒以確認設定
並返回設定畫面。 

BRIGHT（引擎轉速指示燈亮度）
設定引擎轉速指示燈的亮度。 

1. 選擇 "BRIGHT"（亮度）時，按下選擇開
關（下）約 2 秒以移至設定畫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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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下選擇開關（上或下）可設定亮度。調
整範圍介於 " "（ 低）至 " "
（ 高），可分六階段調整。 

3. 按下選擇開關（下）約 2 秒以確認設定
並返回設定畫面。 

3.UNIT
按照下列步驟設定速度、距離、燃油消耗量
和環境溫度的單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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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 "MENU" 指示中，選擇 "UNIT"，然後按
下選擇開關（下）約 2 秒。"UNIT" 會開
始閃爍，然後顯示幕會移至設定畫面。 

2. 按下選擇開關（上或下）可選擇要使用
的單位。所選項目會反白顯示。 

3. 按下選擇開關（下）約 2 秒。核取符號
" " 會移動到所選的單位。同時，儀
錶會切換到所選的單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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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若為 km (km/h) 規格儀錶，只能選擇 (km/h,

km/L,°C)、(km/h、L/100 km、°C)。 
• 在設定期間按下選擇開關（上）約 2 秒

時，設定會終止，而且顯示幕將返回
"MENU" 指示。在這個情況下，會採用終
止時的設定。

4.SERVICE
「保養提醒」是一種藉由日期和距離指示及
指示燈通知您下次保養時間的功能。

註：請讓鈴木授權經銷商進行保養提醒設
定。

警告
在不執行所需保養的情況下繼續騎乘機車會
對機車產生不良影響，而且可能造成事故。

使用保養提醒以提醒您何時執行保養。請鈴
木授權經銷商進行保養，以重設保養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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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檢查所設定的日期和距離，從 "MENU"
指示中選擇 "SERVICE"，然後按下選擇開關
（下）約 2 秒。"SERVICE" 會開始閃爍，並
移至顯示指示畫面。

<保養提醒指示器亮起前>
• 顯示設定的日期。 
• 顯示距離所設定距離之間的差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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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提醒指示器亮起時>
• 到達設定的日期或距離時，會顯示 " "

和 " " 標記。 
• 不論距離或日期何者先到，距離會顯示

"-km"，日期會顯示設定的日期。 
• 當點火開關開啟時，會發出已到達保養

週期通知 3 秒。 

<開啟預告畫面>
如果距離設定的日期或距離 1 個月或 1000 公
里，當點火開關打開時，保養週期預告（檢查
日期、剩餘距離）會顯示 3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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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警報畫面>
如果保養提醒指示器亮起，當點火開關打開
時，警報畫面會顯示 3 秒。

5.斜坡起步設定 (V-STROM 1050XT)
此項目設定斜坡起步功能。斜坡起步設定為
"ON"（開）時，此功能會在向上斜坡上停車
時，再次輔助移動車子。

如需有關斜坡起步的詳細資料，請參閱第 2-79
頁「斜坡起步 (V-STROM 1050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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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 "MENU" 指示中，選擇 "HILL HOLD
SET"，然後按下選擇開關（下）約 2 秒。
"HILL HOLD SET" 會開始閃爍，然後顯示幕
移至設定畫面。

2. 按下選擇開關（上或下）可選擇 ON（開）
或 OFF（關）。所選項目會反白顯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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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斜坡起步功能啟用。當此功能設定為 ON
（開）時，斜坡起步指示燈 1 會視系統
操作狀態亮起、熄滅或閃爍。

<OFF>
斜坡起步功能停用。當此功能設定為 OFF
（關）時，以下的斜坡起步指示燈 2 會
亮起。

3. 選擇 ON 或 OFF 時，按下選擇開關（下）
約 2 秒以確認設定。核取符號「 」會
移動到所選的單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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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乘輔助系統設定

鈴木駕駛模式選擇器 (SDMS)
SDMS 是一種裝置，您可以在 A、B 或 C 駕
駛模式中選擇引擎輸出特性以符合騎乘者的
喜好，其中有多個騎乘模式可以選擇，包括
高速巡航和塞車道路。

駕駛模式特性

引擎動力

油門打開

A 模式
A 模式在所有油門打開範圍提供敏銳的油門
反應，以獲得 大引擎動力。 

B 模式
B 模式在中等油門打開範圍以內提供比 A 模
式柔和的油門反應。

C 模式
C 模式在高等油門打開範圍以內提供比 B 模
式柔和的油門反應。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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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設定
點火開關開啟時，機車將處於上次點火開關
OFF 時選取的驅動模式。請按照以下步驟操
作鈴木驅動模式選擇器。

1. 按下 MODE 開關 1 可進入模式選擇狀態。 

2. 完全關閉油門轉把。按下選擇開關 2
（上或下）可選擇模式。按下選擇開關
2（上），指示會依照 C → B → A 的
順序切換。按下選擇開關 2（下），指
示會依照 A → B → C 的順序切換。 

3. 鈴木駕駛模式選擇器指示所選模式。按下
MODE 開關 1 時，模式選擇狀態會取消。

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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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在油門打開的情況下，若在騎乘時操作

鈴木驅動模式選擇器，將變更引擎轉
速，因為引擎動力特性改變。

• 駕駛模式變更操作失敗時，鈴木駕駛模
式指示燈會閃爍。

• 若要變更模式，請在油門關閉時進行。
油門打開時，無法進行模式變更。

• 若無法切換模式，在按下選擇開關 2 時
指示燈會閃爍。

循跡控制系統
當循跡控制系統在加速期間偵測到後輪打滑
時，會自動控制引擎動力，以恢復後輪的抓
地力。當循跡控制系統控制引擎動力時，循
跡控制指示燈 "TC" 會閃爍。

警告
機車行駛時操作 SDMS 變更引擎速度和輸
出，可能對騎乘穩定性有不當的影響。 

僅限在機車停止時操作 SDMS。 警告
過度依賴循跡控制系統可能會很危險。

在某些情況下，循跡控制系統無法提供控制
以限制後輪打滑。系統無法控制因高速過
彎、傾斜角過大、剎車動作或引擎剎車效果
導致的後輪打滑。務必根據您的騎乘技巧、
天氣和路況，以適當的車速操作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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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當循跡控制系統控制引擎動力時，引擎

聲和排氣聲將改變。
• 若前輪胎或後輪胎未充分接觸路面，例

如當騎在顛簸的道路上，循跡控制系統
會控制引擎動力。

• 當循跡控制系統控制引擎動力時，即使
操作油門轉把以增加引擎動力，也不會
增加引擎轉速。若發生此情形，請完全
關閉油門以恢復正常狀態。

警告
使用非指定尺寸的輪貽時，循跡控制系統可
能無法正常控制引擎動力。 

更換輪胎時，務必使用指定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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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跡控制系統可關閉或設定為 3 個靈敏度設
定之一（模式 1 至模式 3）。 

循跡控制系統會調整引擎輸出，以及減少後
輪打滑。靈敏度在「模式 1」 低，在「模
式 3」 高。 

如果選取 "TC OFF"（TC 關），即使後輪打
滑，引擎輸出也不會受到調整。

註：騎乘時，檢查儀錶格的循跡控制系統顯
示幕上的設定模式。

模式設定
1. 按下 MODE 開關 1 可進入模式選擇狀

態。 

2. 完全關閉油門轉把。按下選擇開關 2（上
或下）可選擇模式。 
- 按下選擇開關 2（上），指示會從模
式 3 變成 OFF（關）。 

- 按下選擇開關 2 （下），指示會從
OFF（關）變成模式 3。 

- 在選擇模式時按下 MODE 開關 1，模
式選擇狀態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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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變更模式時，務必使油門保持完全關

閉。如果因油門未完全關閉而無法變更
模式，循跡控制系統指示器上的所選模
式會閃爍。

• 如果無法切換模式，在按下選擇開關 2
時，指示燈會閃爍。

上

下

警告
騎乘時，將注意力集中在儀錶和開關是危
險的。 

若您必須在騎乘時變更循跡控制系統模式，
請務必須注意周遭環境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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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模式 (V-STROM 1050XT)
在以下情況 A 或 B 中可以變更 ABS 模式。
A. 機車停止時
B. 機車在油門完全關閉且未採用剎車下移

動時

ABS 模式設定兩種類型的 ABS 控制特性。 

• 模式 1：
以 小 ABS 介入方式控制 

• 模式 2：
以比模式 1 多的 ABS 介入方式控制

1. 按下 MODE 開關 1 可進入模式選擇狀
態。

2. 完全關閉油門轉把。按下選擇開關 2
（上或下）約 2 秒可選擇模式。 
- 按下選擇開關 2（上）約 2 秒，指示
會依 2 → 1 的順序切換。 

- 按下選擇開關 2（下）約 2 秒，指示
會依 1 → 2 的順序切換。 

3. 鈴木駕駛模式選擇器指示所選模式。按
下 MODE 開關 1 時，模式選擇狀態會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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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若無法切換模式，在按下選擇開關 2
時指示燈會閃爍。

巡航控制 (V-STROM 1050XT)
巡航控制這個功能可讓您在不太需要加速或
減速的路面上（例如公路），以設定的速度
騎乘，不需要操作油門轉把。 
提供在取消設定後，回復為之前設定速度的
恢復功能。

註：
• 若由於不符合允許設定的條件而無法在

待機狀態中設定機車目標速度，巡航控
制指示燈會閃爍。

• 巡航控制可能無法在上坡或下坡等有些
路面情況下保持機車目標速度。

• 主要鑰匙關閉時，巡航控制設定關閉。

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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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設定機車目標速度的條件 
要設定機車目標速度必須符合以下的條件。 
• 巡航控制在待機狀態中 
• 機車速度約 50 km/h 或更快 
• 檔位在 4 檔或更高時

警告
不可在以下情況中使用巡航控制，否則可能
損害安全性。 

• 惡劣天候下 
• 交通量大的道路上 
• 在有急轉彎的道路上 
• 非柏油路面 
• 易滑的路面 
• 陡峭的向下斜坡

警告
誤用巡航控制可能引起導致發生事故的意外
加速。 

不使用巡航控制時，請將此設定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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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巡航控制設定為待機 
按下右車把開關上的巡航控制開關 1，然後
檢查儀錶板中的巡航制顯示上是否亮起待機
指示燈 2 。
巡航控制指示燈 3 會同時亮起。

設定機車目標速度 
1. 在符合允許設定的條件下達到想要的機

車速度時，按下選擇左車把開關上的選
擇開關 (SET/-) 1 以完成機車目標速度
的設定。即使油門轉把轉回，機車仍會
以機車目標速度行進。
設定機車目標速度時，巡航控制顯示中
的 SET（設定）指示燈 2 會亮起。巡航
控制指示燈 3 會在閃爍 3 秒後亮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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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機車目標速度騎乘時，按下選擇開關
(RES/+) 或選擇開關 (SET/-) 可調整機
車目標速度。 

選擇開關 (RES/+) 1 
短按：增加約 1 km/h 
長按：連續增加 

選擇開關 (SET/-) 2 
短按：減少約 1 km/h 
長按：連續減少

註：以設定的速度定速騎乘時，轉動油門
轉把加速到設定速度以上的速度。鬆開油
門轉把回復到機車目標速度。以機車目標
速度以上的速度騎乘時，按下選擇開關
(SET/-) 「 」 將機車目標速度切換為目
前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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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定速騎乘 
在以下情況中可以取消定速騎乘，然後巡航
控制會回復到待機狀態。
• 油門轉把從完全關閉位置朝關閉方向轉

動 1 

2: 取消的位置

• 壓下離合器桿
• 操作剎車桿或剎車踏板
• 機車速度小於 50 km/h 
• 檔位在 3 檔或更低時
• 長時間無法達到設定速度時，例如在斜

坡上
• 輪胎打滑時
• 巡航控制關閉時，請參閱第 2-79 頁 「解

除巡航控制（關閉）」。

註：
• 系統發生錯誤時，定速騎乘會取消。 
• 按下 MODE 開關時，定速騎乘會取消並解

除巡航控制（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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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功能
取消定速騎乘時，若設定數據留在系統中，
請按下選擇開關 (RES/+) 「 」，在定速
騎乘取消時回復到機車目標速度。 
恢復時，巡航控制指示燈會在閃爍 3 秒後亮
起。

由於設定數據已刪除，因此在以下情況中無
法使用恢復功能。 
• 機車速度小於 50 km/h 
• 點火開關關閉 
• 巡航控制關閉

3

警告
若恢復功能使用在之前取消定速騎乘時，速
度比機車目標速度慢時，機車將會加速。若
使用在不適合的路面情況時，可能導致發生
事故。 

使用此功能前，請思考上次取消定速騎乘時
的機車目標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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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巡航控制（關閉） 
在以下情況下，巡航控制操作會關閉。此
時，巡航控制指示燈和巡航控制指示燈會
熄滅。 
• 按下巡航控制開關時 
• 按下 MODE 開關

註：系統發生錯誤時，巡航控制會關閉。

斜坡起步 (V-STROM 1050XT)
「斜坡起步」是一個可以功能，可以防止機
車停在向上的斜坡後，發動時向後移動，並
且可輔助順暢的移動。 
系統運作時，控制後剎車約 30 秒，防止機
車在剎車桿或剎車踏板無任何運作的情況下
向後移動。 
在系統關閉前約 3 秒，斜坡起步指示燈開始
閃爍，而且剎車壓力漸漸相應的減少，直到
系統完全關閉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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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情況
• 機車停止在向上斜坡上
• 前剎車、後剎車或兩種剎車都採用
• 斜坡起步未關閉
• 不在空檔位
• 側腳架未放下

註：
• 斜坡起步在車輪完全停止轉動時開始作用
• 如需有關設定斜坡起步的詳細資料，請參

閱第 2-63 頁「5.斜坡起步設定 (V-STROM
1050XT)」。

系統操作方法
符合系統操作條件時，儀錶板中的斜坡起步
指示燈 1 亮起。指示燈亮起時，系統控制
後剎車以防止機車在剎車桿或剎車踏板無任
何運作的情況下向後移動。

警告
若在斜坡起步功能不作用時鬆開剎車，機車
可能向後移動及翻覆或導致發生事故。 

斜坡起步指示燈亮起前，不可鬆開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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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關閉方法
系統在以下的情況中關閉。 
• 機車移動 
• 鬆開剎車桿和剎車踏板後經過 30 秒 
• 快速拉動剎車桿 2 次 
• 側腳架已放下 
• 檔位在空檔

註：在鬆開剎車桿和剎車踏板後約 27 秒
時，斜坡起步指示燈閃爍約 3 秒，通知系統
即將關閉。若前剎車或後剎車在此時段作
用，到關閉系統的時間延長 30 秒。

警告
斜坡起步控制系統指示燈開始閃爍後，系統
關閉約 3 秒。若系統在此情況中關閉，機
車可能向後移動並翻覆或導致發生事故。 

當斜坡起步控制系統指示燈開始閃爍時，操
作前後剎車做好機車向後移動的準備。



2-82

]

點火開關

位置
點火開關有 4 個位置：開 1、關 2、上
鎖 3  和停車 4。

警告
斜坡起步控制系統的控制受到限制，因此機
車在極陡峭的斜坡或很滑的路面，或若機車
超載時發動可能向後移動。 

務必檢查周遭環境和操作剎車桿與剎車踏
板，作為確保安全騎乘的必要措施。

警告
若斜坡起步系統在行駛極陡峭的斜坡或很滑
的路面時關閉，輪胎可能鎖死並導致機車不
受控制。 

停在此類路面時充份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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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具 6 附有蓋板 5，以防止竄改。轉動鑰
匙孔蓋以蓋住鑰匙孔 7，以免異物進入鑰匙
孔。若要轉動蓋板，請將鑰匙尖端稍微插入
蓋板並旋轉。

插入鑰匙時，請將蓋孔位置對準鑰匙孔的
位置。

ONON

IGNITIONIGNITION

OFF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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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機車行駛時，操作鑰匙可能導致意外事故，
或造成引擎和觸媒轉化器損壞。

僅限在停好機車後操作鑰匙。

警告
撞擊或打滑造成的翻覆可能導致機車意外故
障。機車故障可能導致起火，或擴大到後輪
等旋轉部位。 

若機車翻覆，立刻關閉點火開關並停止所有
裝置。翻覆可能造成看不見的零件損壞，請
交由鈴木授權經銷商檢查您的機車。

提示
在機車行駛時操作點火開關將會使引擎的順
暢運轉停止，並可能對觸媒轉化器產生負面
影響。 

機車行駛時，不可操作點火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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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OFF" 位置）
• 引擎停止。 
• 燈熄滅。 
• 可拔取鑰匙。

開（"ON" 位置）
• 引擎發動，而且機車可以行駛。 
• 以下的燈亮起。 

- 大燈 
- 尾燈 
- 位置燈 
- 牌照燈 

• 無法拔取鑰匙。

上鎖（"LOCK" 位置）
• 車把上鎖。 
• 燈不亮。 
• 可拔取鑰匙。
為防止遭竊，請在離開機車時鎖住車把。我
們建議也使用鏈條鎖。

<鎖住>
1. 將車把完全轉向左側。
2. 按住鑰匙時，將鑰匙從 OFF 位置轉到

LOCK。
3. 拔出鑰匙。

註：
• 將車把左右轉動，然後檢查是否牢牢鎖

住。 
• 若難以將車把鎖住，請在將車把輕輕往

右轉時轉動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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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鎖>
插入鑰匙，然後在按入鑰匙時從 LOCK 轉動
到 OFF。

註：
• 騎乘前，左右轉動車把，然後檢查兩個

方向轉動的行程是否相同。 
• 點火開關鑰匙孔有蓋子。
• 如果蓋子孔未對齊，請將蓋子孔對齊鑰

匙孔。

"P"（停放）位置
當機車停靠時，鎖住車頭並將鑰匙轉至 "P"
位置。此時可以拔取鑰匙，位置燈、牌照燈
和尾燈會亮著，車頭則會處於上鎖狀態。此
位置是為了夜間在路邊駐車時增加可見度。

警告
在機車行進時將點火開關轉到 "P"（停放）
或 "LOCK" 位置可能會很危險。在車頭上鎖
時移動機車可能會很危險。您可能會失去平
衡而跌倒，或者讓機車傾倒。

請在鎖上車頭前，將機車停下來，並將機車
靠在側腳架上。當車頭鎖定後，切勿試圖移
動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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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鎖
比較所插入鑰匙的 ID 是否已登錄在機車
ECM 中，並且判斷是否發動引擎。 
當點火開關 1 開啟，ECM 2 引導鑰匙 3
中的控制器傳送 ID 4。（此時，指示燈閃
爍的次數代表鑰匙登入到機車 6 的次數）
作為回應，金鑰會傳送自己的 ID 5，而且
若 ECM 認為 ID 正確，此時可以發動引擎，
而且指示燈會亮起 2 秒 7。

警告
如果機車因打滑或碰撞而摔倒，機車意外損
壞可能會造成引擎持續運轉、引起火災，或
是因後輪等轉動的零件而導致受傷。

如果機車摔倒，請立即關閉點火開關。應
請鈴木授權經銷商檢查機車是否有看不見
的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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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點火開關 ON。

[B]：引擎可以發動
8: 晶片鎖指示器

註：
• 若指示燈在引擎未停止的情況下持續閃

爍，表示鑰匙是錯誤的或傳送發生錯誤。
OFF 點火開關，然後重新執行操作。

• 機車一開始登錄了 2 把鑰匙。還可以登
錄 2 把額外的鑰匙。指示燈閃爍的次數
表示登錄到機車的鑰匙數目。

• 如果兩把鑰匙都遺失，必須更換 2 把空
白的鑰匙和 ECM。請將備用鑰匙保存在妥
當地點。

• 插入鑰匙時，請讓本機車的備用鑰匙或
其他機車的晶片鎖相容鑰匙遠離晶片鎖
天線，以免造成晶片鎖系統運作不正
常。不可在鑰匙圈上裝上 2 把或以上的
晶片鎖相容鑰匙。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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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屬物品、磁性物品和會發出無線電訊
號的物品對晶片鎖傳輸不好的影響。因
此，不可以將晶片鎖裝在鑰匙圈上或放
在靠近鑰匙的位置。

車把開關

調光器開關/大燈閃爍開關
調光器開關
將大燈切換為遠光和近光。

1: 遠光
2: 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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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光「」 
按下開關切換為遠光。

近光「」 
往前拉開關切換為近光。

大燈閃爍開關「 」 
往前拉開關時，將大燈切換為遠光。放開開
關時，大燈會回復為近光。
 註：若您前面有來車或行駛的車輛，請將大

燈設定為近燈。

提示
大燈的熱量可能融化燈罩或損壞物體。 

不可將物體放在大燈或尾燈前面，或用布等
物體蓋住大頭或尾燈。

提示
若用膠布貼住大燈，貼膠布的位置可能因為
燈的熱量融化。 

不可在大燈上貼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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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開關
MODE 開關操作以下功能： 
• 鈴木駕駛模式選擇器 (SDMS)

（ 2-66）
• 循跡控制系統操作（ 2-68）
• ABS 模式（ 2-72）

喇叭開關「」 
按下開關時，喇叭響起。

方向燈開關「」
左轉或右轉，或變換車道時，使用方向燈。

右轉 
將開關設定到  側，讓右轉方向燈閃爍。
將開關轉回前面以關閉方向燈。

左轉 
將開關設定到  側，讓左轉方向燈閃爍。
將開關轉回前面以關閉方向燈。

警告
保持方向燈亮起會使您周遭的人誤會並導致
發生事故。

方向燈不會自動熄滅。使用後，務必將開關
往前按以關閉方向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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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停止開關/電動啟動器開關

引擎停止開關
在翻覆等緊急情況中，立刻停止引擎。將引
擎停止開關設定在「」（停止）側讓引擎
停止。通常會將此開關保持在「」位置。

「」 位置 
讓與引擎有關的電路通電。 
• 此時引擎可以發動。

「」 位置
讓與引擎有關的電路斷電。 
• 引擎停止。 
• 此時無法發動引擎。

註：當引擎停止開關用於停止引擎時，務必
OFF 點火開關。將引擎開關保持在 ON 位置
可能導致電瓶電量耗盡。

提示
在騎乘可能導致引擎或觸媒轉換器（如有配
備）損壞時，將引擎停止開關從  切換到
，或從  切換到  到 。

除緊急狀況外，切勿使用引擎停止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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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啟動器開關「」
按下電動啟動器開關會導致啟動器馬達通電
並發動引擎。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第 2-94 頁「啟動引
擎」

註：
• 引擎停止開關在「」位置時，無法發

動引擎。
• 本機車配備輕鬆發動功能，因此當您按

下電動啟動器開關時，啟動器馬達將運
轉數秒，即使您放開啟動器開關。幾秒
後引擎發動，但啟動器馬達停止。 

危險警告開關「」
緊急情況下使用，例如發生故障時。按下開
關會導致所有方向燈閃爍。

註：非緊急狀況下不可使用。引擎停止時使
用可能導致電瓶電量耗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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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引擎

發動程序
使用以下程序發動引擎。
1. 將引擎停止開關設定在「」。
2. 將點火開關設定在 ON。
3. 檢查空檔指示燈是否亮起。若未亮起，

請操作左側排檔桿，將檔位打到空檔。
4. 檢查故障指示燈是否熄滅。
5. 將油門轉把關閉，此時按下電動啟動器

開關「」。請參閱第 2-96 頁 「鈴木
輕鬆啟動系統」。 

6. 騎乘前，檢查側腳架是否完全收起。請參
閱第 2-98 頁 「側腳架/點火連鎖系統」。

註：本機車配備鈴木輕鬆發動系統，只要按
一下電動啟動器開關即可發動引擎。如需詳
細資料，請參閱第 2-96 頁「鈴木輕鬆啟動
系統」。

引擎難以啟動時：
將油門把手轉動約 1/8 圈並按下電動啟動器
開關「」。

警告
機車的排氣內含一氧化碳，這種危險氣體無
色無味難以被發現。吸入一氧化碳會導致嚴
重傷害甚至死亡。

請勿在室內或通風狀況不良的地方啟動或運
轉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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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發動引擎時，若檔位在空檔以外的任何
位置，您必須拉起離合器。

提示
連續讓啟動器馬達運轉 5 秒或更長時間會
消耗大量電力，並可能導致電瓶耗盡電量。

不可按住 電動啟動器開關 5 秒或更長時
間，或使用鈴木輕鬆啟動系統使啟動器馬達
持續運轉。

提示
引擎啟動後，如果機油壓力指示器燈亮起時
轉動油門把手或騎乘機車，可能會對引擎產
生不良影響。

在轉動油門把手或騎乘機車之前，確認機油
壓力指示燈已熄滅。

提示
發動引擎前，請檢查檔位指示燈和空檔指示
燈的狀態。若指示燈未如以下所述，請由鈴
木授權經銷商盡快檢查您的機車。 

• 當檔位指示燈顯示 N 時，空檔指示燈會
亮起。 

• 當檔位指示燈顯示 (1、2、3、4、5、6)
之一時，空檔指示會燈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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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機車翻覆時，系統會停止引擎。主要警
告指示燈也會亮起。若要在停好機車後重新
發動引擎，請暫時 OFF 點火開關，然後再重
新開啟。故障指示燈熄滅時，可以再次發動
引擎。

鈴木輕鬆啟動系統
按一下電動啟動器開關即可發動引擎。在您
的手放開開關後，啟動器馬達持續運轉，並
在數秒後或引擎發動後停止。
• 若檔位是空檔，您可以在不拉動離合器

的情況下發動引擎。 
• 若檔位是空檔以外的任何檔位，您必須

拉動離合器才能發動引擎。

在有些情況中，引擎可能因側腳架的位置和
檔位而無法發動。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第
2-98 頁「側腳架/點火連鎖系統」。

提示
如果在故障指示燈亮起時按住電動啟動器開
關，電瓶電量可能耗盡。

不可在故障指示燈亮起時按住電動啟動器
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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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視電瓶的狀況而定，引擎可能不易啟
動。若引擎難以發動，請在空檔下握緊離合
器桿，持續按下電動啟動開關以發動引擎。
若引擎無法啟動器，電瓶很可能缺電。在這
個情況下，請為電瓶充電或進行更換。

正確熱車
在以下情況中，讓引擎運轉數十秒到數分鐘
的時間，在騎乘前讓引擎熱機。 
• 長時間未使用機車時 
• 在寒冷地區的極低氣溫下（-10°C 或以

下） 
在不考慮環境的任何其他情況下，發動引擎
後立刻開始行駛。

提示
讓引擎在不行駛的情況下長時間運轉，或為
了讓電瓶充電等原因可能導致引擎過熱。過
熱可能損壞引擎零件，並造成排氣管變色。 

若不打算立刻開始騎乘，請停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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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腳架/點火連鎖系統
機車有防止騎乘者忘記收起側腳架即開始騎
乘的系統。系統的運作視側腳架的狀態而
定，如下所示。 

<側腳架未收起時> 
• 機車已排入檔位時，無法發動引擎。

（只有機車在空檔時時才能發動引擎） 
• 引擎運轉時，將機車排入檔位會使引擎

停止。 

<側腳架未放下時> 
引擎運轉時且機車排入檔位時，放下側腳架
會使引擎停止。

提示
發動引擎、使引擎運轉、突然加速或緊急剎
車可能導致引擎故障。 

讓引擎運轉數十秒到數分鐘的時間，在騎乘
前讓引擎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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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若未完全收起側腳架，引擎在您從空檔

排入任何其他檔位時會停止。
• 潤滑未順暢運作的側腳架。

加油

加油程序
使用以下程序添加汽油。
1. 打開油箱蓋鑰匙蓋。
2. 插入鑰並順時針旋轉將蓋子解鎖。

警告
如果您在機車行駛時往下展開側腳架，引擎
將會停止，可能導致意外事故。

絕不可在機車行駛時往下展開側腳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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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開蓋子。

4. 添加汽油。
汽油可能從蓋子漏出，不可將汽油添加
到高於油箱入口的下側邊緣 1 的地方。

指定汽油：高級無鉛汽油
油箱容量：20 L

2 燃油 

5. 按下蓋子，然後將鑰匙往左轉動取出鑰
匙。
蓋子未上鎖時，無法取下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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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汽油極易燃，未正確處理可能導致起火。 

• 添加汽油時，停止引擎且不可讓任何火焰
靠近。 

• 請務必在戶外加油。 
• 打開油箱蓋前，碰觸機車車身或油槍的金
屬部位，可消除您身上的靜電。若您身上
有靜電，靜電放電可能會引起火星，導致
汽油起火。 

• 到遠離其他人處加油。
• 加油後，牢牢關閉油箱蓋，直到發出
「喀」聲為止。 

• 用布將任何殘油擦拭乾淨。

提示
如果引擎發生故障，例如加速不良或動力不
足，可能是機車使用的燃油所引起。 

在這個情況下，請前往不同的加油站。如果
前往不同的加油站仍然無法改善這個情況，
請諮詢鈴木授權經銷商。

提示
溢出的汽油內含乙醇，可能會對機車的漆面
造成損壞。

加油時請注意避免濺出任何燃油。若有任何
汽油濺出，應立即將其擦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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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檔

說明
本機車有 6 段變速箱，1 檔和 2 檔之間有
空檔。

註：當變速箱處於空檔時，儀錶板上的綠色
指示燈會亮起。但即使綠燈是亮著的，仍應
小心，緩慢地鬆開離合器桿以確認變速箱確
實是掛在空檔上。

（加拿大）
下表列出每一檔位大致的轉速範圍。

升檔表

降檔表

當車速低於 15 km/h，請拉離合器桿，並將
檔位切換至空檔。

N

檔位 km/h

1 檔 → 2 檔 29

2 檔 → 3 檔 54

3 檔 → 4 檔 70

4 檔 → 5 檔 86

5 檔 → 6 檔 97

檔位 km/h

6 檔 → 5 檔 86

5 檔 → 4 檔 70

4 檔 → 3 檔 54

3 檔 → 2 檔 29

2 檔 → 1 檔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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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檔程序
變速箱的設計旨在讓引擎在正常的轉速區間
內順暢運轉。騎乘時，將排桿檔排到符合情
況的檔位。不可滑動離合器來調整機車速
度，這樣做會導致離合器磨損。降速時，降
檔以配合引擎速度。
1. 發動前，收起側腳架。
2. 握緊離合器桿並操作排檔桿，排入 1 檔

並順暢地移動。
3. 根據機車速度換檔。

暫時鬆開油門轉把，並在換檔前完全握
緊離合器桿。
用腳趾輕輕操作排檔桿，牢牢的移動到
感受到踏板卡入為止。

警告
於引擎轉速很高時降檔會造成：
• 由於增加了引擎剎車力，造成機車後輪鎖
死打滑、失去抓地力，進而導致發生事
故。

• 強迫引擎在低檔位過度運轉，造成引擎損
壞。

請在降低檔位前降低車速。

警告
在轉彎時降檔，可能會使機車後輪鎖死打
滑、失控。

請在直路段進入彎道段之前，降低行駛車速
並降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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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在斜坡上停放油門和離合器桿運作中的機車
可能會損壞機車離合器。 

在斜坡上停放機車時，請使用剎車。

提示
引擎變得異常高溫時，離合器可能未充份
嚙合。

將車子停在安全位置，讓引擎冷卻。

提示
錯誤的操作或踩到錯誤檔位騎乘可能導致引
擎損壞。

• 不可在離合器桿未牢牢壓下時換檔。
• 使用排檔桿時不可過度用力。
• 使用排檔桿時不可過度用力用腳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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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換檔時，牢牢移動排檔桿，直到感覺踏

板卡入為止。 
• 不可過度增加引擎速度。這樣做會對引

擎壽命產生負面影響。 
• 不可過度加速。 
• 若騎乘時有任何異常，立刻交由鈴木授

權經銷商檢查機車。 
• 小心騎乘以確保引擎速度不會進入紅

區。 
• 使引擎旋轉，或在 1 或 2 檔突然加速很

容易進入紅區，因此要特別注意此類情
況。

• 若引擎速度進入紅區，請立刻縮小油門
並降低引擎速度。 

• 騎乘時變檔為空檔時，引擎限速器發揮作
用保護引擎和動力系統，限制引擎速度。

剎車桿

說明
將剎車拉桿輕輕壓向油門轉把可同時使用前
後剎車。本機車採用碟式剎車系統，不需極
大壓力即可妥當地降低機車速度。將剎車桿
向內壓時，剎車燈會亮起。 
剎車桿和轉把之間的空間有 5 種設定可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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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
1. 請將剎車桿朝前推，然後將調整器 1

轉到所需位置。
2. 將調整器上的數字對準「對齊記號」2。

註：
• 將桿子上突起部位對準調整器凹下位

置。 
• 出廠標準設定值設定在第 3 個位置。

警告
騎乘時，調整剎車桿位置可能導致意外事故。

僅限在車子停止時調整剎車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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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剎車踏板

說明
踩下後剎車踏板 1 時將會啟動後剎車。剎
車燈會同時亮起。

離合器桿

說明
轉把和離合器拉桿之間的距離可分 4 個階段
調節。
本型機車出廠時調整器位於位置 2 上。

離合器拉桿的調節
1. 請將離合器桿朝前推，然後將調整器 1

轉到所需位置。
2. 將調整器上的數字對準「對齊記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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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墊

前座墊
拆卸
1. 拆卸後座墊。（ 2-109）
2. 拆下螺栓 1。

3. 拉起座墊後端並將其向後滑動。

警告
在騎乘時調節離合器拉桿的位置會很危險。
將手從車把移開會使您難以控制機車。

請勿在騎乘時調節離合器拉桿的位置。請始
終以雙手握住車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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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請將座墊掛鉤滑入座墊掛鉤固定架中，然後
將螺栓牢牢鎖緊。

後座墊和座墊鎖
拆卸
1. 若要拆下後座墊，請將點火鑰匙插入座

墊鎖中並順時針旋轉。
2. 拉起座墊前端並將其向前滑動。

警告
座墊若未正確安裝會晃動，並會造成機車
失控。

請將座墊固定在正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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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1. 將座墊掛鉤滑入入座墊掛鉤固定架中。
2. 牢牢按下，直到座墊卡入定位。

註：
• 輕輕抬高座墊，然後檢查是否鎖定。
• 請注意，由於座墊被放在下方的鑰匙鎖

定，因此您將無法再取得鑰匙。

警告
若未正確安裝座墊，座墊可能會移動，進而
干擾騎乘。 

將座墊牢牢鎖定在正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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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座墊高度調整 (V-STROM 1050XT)
增加前座墊高度約 20 mm 的調節器安裝在後
座墊下方。

1. 拆卸後座墊 請參閱第 2-109 頁「後座墊
和座墊鎖」。

2. 拆下後座墊下方的螺栓 1，然後將牌照 2
往機車後方滑動以取下。

3. 拆下後座墊的以下零件。 

3 前調節器

4 後調節器
5 調節器安裝螺栓

4. 若要拆卸前座墊，請參閱第 2-108 頁
「前座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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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前座墊下方拆下螺栓 6，然後拆下座墊
架 7 和 8。

6. 固定前調節器 3 和後調節器 4 的位
置，對齊座墊架的安裝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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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調節器安裝螺栓 5 安裝座墊架 7
和 8。安裝座墊架 8 時，朝機車後方完
全拉出，然後鎖緊調節器安裝螺栓 5。

註：收起在步驟 5 拆下的座墊架安裝螺栓 6
到後座墊下方的調節器安裝螺栓 5 固定位置
中。

8. 重新安裝前座墊，請參閱第 2-108 頁
「前座墊」。

9. 重新安裝後座墊，請參閱第 2-109 頁
「後座墊和座墊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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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固定座
拆下後座墊後會有一個可用的文件固定座。 
將車主手冊放在塑膠袋中，然後存放在此處。

腳架
停車時使用腳架。本機車配備一個側腳架和
中央腳架 (V-STROM 1050XT)。

側腳架 1
若要用側腳架撐起機車，請將右腳放在側腳
架末端，然後用力踩下，直到腳架軸銷完全
通過弧形，並且靠在擋板上為止。 
如需有關側腳架/點火連鎖系統的詳細資料，
請參照第 2-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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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停下機車時，盡可能選擇堅硬又平坦的
表面。如果您無法避免停在斜坡上，請正面
朝向斜坡停住機車，然後排入 1 將輪胎鎖定
在定位。

中央腳架 2 (V-STROM 1050XT)
若要用中央腳架立起機車，請將腳踩在延伸
架上，右手握住後行李架往上拉，左手握住
車把，同時將機車向後擺動。

警告
若側腳架沒有完全收起，可能會在您左轉時
造成事故。

請在騎乘前檢查側腳架 / 點火連鎖系統是否
正常。請務必在發動前將側腳架完全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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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吊調整

說明
依不同的騎乘情況（例如低速、高速，以及
輕載、重載）選擇前後避震器的標準設定。
可以根據您的喜好微調避震器設定。

前懸吊

提示
用力轉動調整器可能會損壞懸吊裝置。

切勿將調整器轉動到超過極限。

警告
懸吊調整結果不均衡時，會造成操控不良、
騎乘不穩定。

請將右前叉與左前叉的設定調整至相同。

提示
若直接調整髒污的前叉，可能會因為調整器
牢牢固定或密封受損而發生漏油。 

在調整前，請完全清洗掉前叉的灰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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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簧預載調整
若要調整彈簧預載量，請將調整器 1 朝順
時針或逆時針方向轉動。 
• 將調整器朝順時針方向轉動可增加彈簧

預載量。
• 將調整器朝逆時針方向轉動可減少彈簧

預載量。

註：請將右前叉與左前叉調整至相同位置。

調整器側邊有 5 條溝線可供參考。位置 5
的彈簧預載量 小，位置 0 的預載量 大。
本型機車出廠時調整器位於位置 4 上。

A 位置 0

B 位置 4
C 位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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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震力調整
轉動個別調整器可分別調整反彈與壓縮減
震力。
反彈減震力調整器 2 位於前懸吊上方。壓
縮減震力調節器 3 位於前懸吊下方。

若要調整減震力，請先將調整器設至標準設
定，然後將調整器調整到想要的位置。

註：
• 切勿旋鬆調節器底座 4，否則前叉油將

流經調節器底座。
• 請將右前叉與左前叉調整至相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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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彈減震力標準設定> 
若要將反彈減震力調整器設至標準位置，請
將調節器順時針轉，直到停止，然後逆時針
轉 8 段。
• 將調整器從標準位置朝順時針轉，可使

減震力變緊。
• 將調整器從標準位置朝逆時針轉，可使

減震力變軟。 

減震力應逐步調整，一次 1 段，以微調懸吊
裝置。

<壓縮減震力標準設定> 
若要將壓縮減震力調節器設至標準位置，請
將調節器順時針轉，直到停止，然後逆時針
轉 8 段。
• 將調整器從標準位置朝順時針轉，可使

減震力變緊。 
• 將調整器從標準位置朝逆時針轉，可使

減震力變軟。 

減震力應逐步調整，一次 1 段，以微調懸吊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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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懸吊

註：請洽詢鈴木授權經銷商以處理後懸吊
裝置。

警告

本裝置包含高壓氮氣。
處理不當可能會導致爆炸。

• 應遠離火和熱源。
• 如需更多資訊，請閱讀車主手冊。

提示
強制使調整器轉動可能會損壞懸吊。 

不可超出限制旋轉調整器。

提示
在後避震器髒污時調整後避震器，可能會導
致沙子進入調整器中，或導致油封損壞而發
生漏油。 

調整前清洗以完全去除沙子和其他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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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簧預載調整
若要調整後懸吊的彈簧預緊量，請旋轉調節
器 1。

旋轉調節器時，您會注意到段位。從 軟的
位置開始計算段數。將調節器朝順時針轉可
讓彈簧預緊變硬，將其朝逆時針轉則可讓彈
簧預緊變軟。

出廠時彈簧預緊位於從 軟的位置開始第 11
段位置上。

減震力調整
反彈減震力調整器 2 位於後懸吊減震元件
下方。若要調整減震力，請先將調節器設至
標準設定，然後調整到想要的位置。

H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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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將反彈減震力調整器設至標準位置，請
將調節器順時針轉，直到停止，然後逆時針
轉 1-1/4 圈。
• 將調整器從標準位置朝順時針轉，可使

減震力變緊。
• 將調整器從標準位置朝逆時針轉，可使

減震力變軟。 

減震力應逐步調整，一次 1/8 圈，以微調懸
吊裝置。

擋風玻璃

高度調整 (V-STROM 1050)
擋風玻璃高度可調整到 3 個位置。若要變更
擋風玻璃高度，請依照以下程序進行。

1. 拆下螺栓 1，然後拆下擋風玻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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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擋風玻璃螺帽 3 上下移動到想要的擋
風玻璃位置。

3. 按相反順序裝回擋風玻璃。

高度調整 (V-STROM 1050XT)
擋風玻璃高度可調整到需要的位置。若要變
更擋風玻璃高度，請依照以下程序進行。

1. 向上傾斜擋風玻璃鎖定桿 1。
2. 將擋風玻璃上下移動到想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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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向下傾斜擋風玻璃鎖定桿 1 以鎖定擋風
玻璃。

註：
• 若在操作鎖定桿時聽到吱吱的噪音，請

塗上矽油到桿子的鉸鏈上。關於矽油，
請諮詢鈴木授權經銷商。

• 若擋風玻璃的移動很笨重，請清除滑動
零件的任何灰塵和髒污。

輸出端子 (V-STROM 1050XT)

V-STROM 1050XT 配備可加裝 12 V 電氣配
件的輸出端子 1。關於配件的總電壓，騎
乘期間是 36 W，怠速時 高達 12 W。將配
件加裝到輸出端子前，請檢查電氣配件電壓
和瓦特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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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引擎怠速或停止時，使用輸出端子可能使電
瓶放電。

使用輸出端子時，注意電瓶放電。

提示
在怠速時，使用 12W 或以上的輸出可能耗
盡電瓶電量。

怠速時，使用 12W 或以下的輸出。

提示
電氣配件使用不當可能會造成機車損壞。超
過 36 W 或使用 12 V 以外的附件可能會使
電氣系統和附件嚴重受損。

連接電氣配件前，請檢查電壓和瓦特數。

提示
水進入輸出端子可能導致短路。

不可在洗車或下雨的情況下使用輸出端子。
在這類情況中，請拆下插頭並關閉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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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插座

儀錶板左側有一個 USB 插座 1。此插座提供
高 5.0 V 輸出電壓和 大 2 A 的電流。

2 蓋子

提示
引擎怠速或停止時，使用 USB 插座可能使
電瓶放電。

使用 USB 插座時，注意電瓶放電。

提示
處理 USB 插座時，未遵照以下目可能導致
機車或連接的裝置損壞。 

• 不可插入手機以外的電子裝置。 
• 不可在洗車或下雨的情況下使用。拉出
USB 纜線，然後裝上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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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額定值是暫時的容量。避免長期使用以

防止電瓶放電。 
• 未使用 USB 插座時，請裝上蓋子以避免

異物進入。
• 裝上蓋子 1 時，從鉤子 2 上取下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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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和保養

說明
定期檢查和保養對於騎乘機車的安全非常重
要，並能確保機車長期安全。應經常執行以
下的簡易檢查和保養工作。 
即使長時間不使用機車，仍要定期執行檢
查。長時間不使用後，重新開始使用前應仔
細檢查您的機車。

請遵照表中的指示。顯示定期保養的公里數
和月份間隔。每個間隔結束時，請務必執行
所列的保養。

 警告
機車保養不當或未能進行手冊建議的保養，
會造成撞車。

請將您的機車維持在良好的狀態。請讓鈴木
授權經銷商或合格技師保養表格中標有星號
（*）的項目。若您具有機修經驗，可參照
本節的說明，自己執行未加標記的保養項
目。若您不確定該如何進行工作，請讓鈴木
授權經銷商進行該保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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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檢查引擎的運轉是一件危險的事，因為您的
手或衣服可能被運轉中的引擎零件夾住，導
致受重傷。 

檢查燈、引擎停止開關和油門以外的任何部
位前，應關閉引擎。

 警告
機車的排氣內含一氧化碳，這種危險氣體無
色無味難以被發現。吸入一氧化碳會導致嚴
重傷害甚至死亡。

請勿在室內或通風狀況不良的地方啟動或運
轉引擎。

 警告
騎乘時的檢查務必充份注意附近的交通情
況。 

降到正常以下的速度，在交通流量小的區域
執行檢查。

 警告
在無專業知識下執行您的能力外的保養可能
導致撞車或故障。 

為了安全起見，僅限執行您的知識和能力所
及圍範圍內的保養。如有任何問題，請洽詢
鈴木授權的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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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由於會有汽油和可燃油品，因此在執行檢查
和保養時，附近區域如有任何點火源有起火
的風險。

保養時，不可抽菸或讓火靠近機車。

 注意
引擎運轉時，排氣管和引擎變燙。冷卻前碰
觸到可能會燙傷。 

保養靠近排氣管或引擎的零件時，在發動前
等到這些零件完全冷卻才可以碰觸。

提示
在不穩定的位置保養您的機車可能會在保養
期間導致機車翻覆。

應該在有平坦堅實表面的位置執行保養。

提示
短路時，如果在點火開關處於 "ON" 位置的
情況下保養電子零件，可能會損壞電子零
件。

請在保養電子零件前關閉點火開關，以避免
短路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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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此保養表僅規定機車保養的 低要求。

若您在嚴苛的條件下使用機車，則需要
執行比本表所示更頻繁的保養。若您對
機車保養週期有任何疑問，請諮詢鈴木
授權經銷商或合格技師。

• 使用後的機油應回收或妥善處理。

提示
使用劣質的替換零件會使機車更快磨損，且
可能會縮短其使用壽命。

更換機車零件時，僅可使用正廠鈴木替換零
件或其同等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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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表
保養週期：保養週期應按下表中的使用時間和行駛里程進行判斷，並以先到者為準。

保養週期 月 2 12 24 36 48 60 72

項目 公里 1000 6000 12000 18000  24000 30000 36000

空氣濾清器濾芯（ 3-23） – I I R I I R

*排氣管螺栓和消音器螺栓 T – T – T – T

*汽門間隙 – – – – I – –

*火星塞 – I I I R I I

燃油軟管（ 3-43）
– I I I I I I

* 每 4 年更換一次

引擎機油（ 3-28） R R R R R R R

引擎機油濾清器（ 3-28） R – – R – – R

* PAIR（空氣供給）系統 – – I – I – I

*引擎冷卻液
（ 3-38）

"SUZUKI SUPER LONG LIFE 
COOLANT"（藍）

每 4 年或 48000 公里更換一次

"SUZUKI LONG LIFE COOLANT"
（綠）或 "SUZUKI SUPER LONG 
LIFE COOLANT"（藍）的外的引
擎冷卻液

– – R – R – R

散熱器軟管（ 3-42） – I I I I I I

離合器軟管（ 3-49）
– I I I I I I

* 每 4 年更換一次

離合器油（ 3-48）
– I I I I I I

* 每 2 年更換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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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週期 月 2 12 24 36 48 60 72

項目 公里 1000 6000 12000 18000  24000 30000 36000

傳送鏈（ 3-44）
I I I I I I I

每 1000 公里進行清潔與潤滑

*剎車（ 3-50） I I I I I I I

剎車軟管（ 3-50）
– I I I I I I

* 每 4 年更換一次

剎車油（ 3-51)
– I I I I I I

* 每 2 年更換一次

輪胎（ 3-58） – I I I I I I

*轉向 I – I – I – I

*前叉 – – I – I – I

*後懸吊 – – I – I – I

*車身螺栓和螺帽 T T T T T T T

*蒸氣排放控制系統 (EEC) I – I – I – I

*廢氣排放控制系統（排氣管和觸媒轉化器） I – I – I – I

*怠速範圍（轉速 1300 ± 100 r/min） I I I I I I I

潤滑（ 3-16） 每 1000 公里進行潤滑

*車輪輻條 (V-STROM 1050XT) I I I I I I I



3-8

註：I= 視需要進行檢查和清潔、調整、更換或潤滑；
R= 更換； T= 鎖緊

保養機車後，請務必檢查怠速並檢查怠速排氣。若怠速排氣檢查發現超出參考排氣量，請在
台灣鈴木指定的經銷商處確認排氣管和觸媒轉化器運作正常。若有異常，則必須更換。



3-9

騎乘前的檢查
檢查機車的情況，協助確定在您騎乘時不會
有機械問題或在某處熄火。為了騎乘者、乘
客的個人安全和保護機車起見，請確定您的
機車在良好的狀況下。

 警告
如果使用不合適的輪胎或輪胎壓力不均衡，
機車可能會失控。這會增加撞車的風險。

請務必使用本車主手冊所指定的尺寸與類型
的輪胎。請務必依據 3-58 頁 「輪胎」一
節的說明，維持適當的輪胎壓力。

 警告
騎乘前如未檢查機車並進行必要的保養，會
增加撞車及損壞設備的可能性。

請務必在每次騎乘前進行檢查，以確保機車
狀態良好。請參閱本車主手冊中的「檢查和
保養」章節。

 警告
在引擎運轉時檢查保養項目是非常危險的。若
您的手或衣物被捲入旋轉中的引擎零件內，您
可能會受重傷。

除了檢查照明燈、引擎停止開關和油門以
外，在進行保養檢查時應關閉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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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目 檢查內容

轉向 • 動作平順
• 移動無阻力
• 無隙縫或鬆動

油門 油門轉把能平順地回到關閉位置

離合器
（ 2-107, 
3-48）

• 離合器桿間隙
• 無漏油
• 無「鬆孔」
• 離合器拉桿有適當的間隙
• 能平順而漸進地動作

剎車
（ 2-105,
2-107, 3-50）

• 踏板和拉桿的操作適當
• 油壺的液位高過 "LOWER" 線
• 踏板和桿間隙
• 無「鬆孔」
• 無漏油
• 剎車片未磨損到限制線

懸吊裝置
（ 2-116）

動作平順

燃油
（ 2-38）

燃油足以行駛預定距離

傳送鏈
（ 3-44）

• 鬆緊適當
• 經適當潤滑
• 未過度磨損或損壞

輪胎
（ 3-58）

• 胎壓適當
• 胎紋深度適當
• 無裂紋或切口

引擎機油
（ 3-28）

油位適當

冷卻系統
（ 3-38）

• 冷卻液液位適當
• 冷卻液無洩漏情形

照明
（ 2-24, 
2-89）

所有燈光和指示器的動作

喇叭
（ 2-91）

功能正常

引擎停止開關
（ 2-92）

功能正常

側腳架 /點火連鎖
系統
（ 2-98）

動作正常

擋風玻璃
（ 2-122）

良好的能見度

車輪輻條
 (V-STROM 1050XT)
（ 3-65）

• 輻條張力
• 檢查是否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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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清單
本機車提供一套工具箱 1，放置於座墊下方。

油箱

抬高
使用以下程序抬起油箱。
1. 用側腳架撐起機車。
2. 請參照「座墊」一節拆下前後座墊。

（ 2-108）
3. 拆下緊固件。拆下中央下車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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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拆下螺栓。拆下油箱中央罩 2。 5. 拆下螺栓與緊固器。卸除扣鉤，並拆下
左右側外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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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拆下緊固件。拆下左右側內部上罩 4。 7. 拆下螺栓。卸下扣鉤，並拆下左右車身
前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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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拆下螺栓。

9. 拆下支架 6 和緩衝墊 7。

10.以支架 6 撐住油箱 8。

 警告
如果抬起充滿汽油的油箱，燃油可能會從油
箱蓋溢出，甚至引起火災。

燃油油位降到低於 1/4 後再抬起油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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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
1. 請參照「抬起油箱」一節的說明抬起油

箱。（ 3-11）
2. 拆卸軟管 1 和耦合器 2。
3. 拉拔固定架 3。
4. 將進油軟管接頭 4 從燃油管上拆下。

5. 拆下螺栓和螺帽。

6. 拆卸油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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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滑

主要潤滑部位
正確的潤滑對正常運作，延長機車使用壽命
及安全行駛頗為重要。當機車在不平坦的路
面上長途行駛後，以及經雨淋或沖洗後，應
對機車進行潤滑。

主要潤滑部位如下。

提示
對電氣開關進行潤滑會損壞開關。

請勿在電氣開關上塗敷黃油或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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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油
...傳送鏈潤滑劑

1 ...離合器桿樞軸
2 ...側腳架樞軸和彈簧鉤
3 ...腳踏換檔桿樞軸和腳踏板樞軸
4 ...傳送鏈
5 ...剎車桿樞軸
6 ...剎車踏板樞軸和腳踏板樞軸
7 ...主站架軸銷和彈簧鉤 

(V-STROM 1050XT)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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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瓶

說明
電瓶為密封型，不需要保養。但請定期讓經
銷商檢查電瓶的充電狀況。

電瓶標籤上的輪狀打叉垃圾桶標誌 A 表示
此報廢電瓶應該與普通家庭垃圾分開，另行
回收處理。
電瓶上的化學標誌 "Pb" B 說明其鉛含量超
過 0.004%。

請正確處理或回收用過的電瓶，如此一來，
可避免對環境和人體健康可能造成的危害。
廢舊電瓶處理不當會帶來危害。材料的回收
有利於節約天然資源。如需更多和廢舊電瓶
的處理和回收有關的詳細資訊，請諮詢鈴木
授權經銷商。

註：
• 關於為密封式電瓶充電，請使用密封式

電瓶適用的電瓶充電器。
• 如果您無法為電瓶充電，請洽詢您的鈴

木授權經銷商。
• 更換電瓶時請選擇相同型號的 MF 瓶。 
• 如果機車長期不使用，請每月對電瓶進

行一次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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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電瓶有稀釋的硫酸液，會導致失明或嚴重
灼傷。 

拆下電瓶時，不要讓電瓶上下顛倒。在靠近
電瓶的位置工作時，應戴上手套和適當的保
護眼睛配備。若眼睛沾到硫酸，應立刻用大
量清水沖洗至少 15 分鐘，然後送醫。若誤
食硫酸，應立刻喝下大量的清水，然後送
醫。若眼睛或衣服接觸到硫酸，應脫下衣服
並立刻用大量清水沖洗。存放在兒童無法取
得處。

 警告
電瓶的極柱、端子及相關配件含有鉛及其化
合物。鉛進入人體的血液中會對健康產生極
大傷害。

接觸到任何含鉛零件後請立即洗手。

 警告
電瓶會揮發出可燃的氫氣，若遇到明火或火
星會引起爆炸。

電瓶應遠離明火和火星。在電瓶附近作業時
嚴禁抽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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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
若要拆卸電瓶，請按照以下步驟進行：
1. 用側腳架撐起機車。
2. 將點火開關設定在 OFF。
3. 拆下前座墊。請參閱第 2-108 頁的「前

座墊」。
4. 拆卸負極（–）端子 1。
5. 拆卸正極（+）端子 2。
6. 拆卸螺釘 3。
7. 鬆開鎖 4，然後從電瓶固定架 6 上拆

下保險絲盒 5。

 警告
用乾布擦拭電瓶可能會產生靜電火花，引起
火災。

用沾濕的布擦拭電瓶，可以避免靜電累積。

提示
超出電瓶 大充電速度會縮短其使用壽命。

切勿超出電瓶充電的 大充電速度。如有任
何疑問，請洽詢鈴木授權的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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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拆卸電瓶固定架 6。
9. 拆卸電瓶 7。 

10.用溫水擦掉黏在端子部位的白色粉末。
若有嚴重腐蝕，請用砂紙磨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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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拆下電瓶纜線時，請務必將點火開關關

閉，然後先拆下負極 (-) 側。裝上電瓶
纜線時，先安裝正極 (+) 側。 

• 鎖緊讓端子部份沒有任何鬆脫，然後牢
牢裝上正極 (+) 端子蓋。  

• 更換電瓶時，請諮詢鈴木授權經銷商。

安裝
若要安裝電瓶：
1. 請按照與拆卸相反的步驟安裝電瓶。
2. 牢牢連接電瓶端子和重新安裝蓋子。

註：重新連接電瓶端子時，務必重置儀錶板
上的引擎轉速指示器。

提示
電瓶的正負極線接反會損壞充電系統和電
瓶。

請務必將紅色線連接到正極端子（+），將
黑色（或黑白）線連接到負極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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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塞

說明
關於火星塞檢查或更換程序，請諮詢鈴木授
權經銷商或合格技師。

空氣濾清器

說明
空氣濾清器濾芯必須保持乾淨，以提供良好
的引擎動力和里程數。若在低氣壓條件下使
用機車，應按照指定維修週期維護空氣濾清
器。若在多塵、潮濕和泥濘的環境下行駛，
您需要更頻繁地檢查空氣濾清器濾芯。 

請按照下列步驟拆卸和檢查空氣濾清器的
濾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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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在不安裝空氣濾清器濾芯的情況下運轉引擎
是很危險的。少了空氣濾清器濾芯的阻擋，
火苗會從引擎回火到進氣口。在不安裝空氣
濾清器濾芯的情況下運轉引擎時，灰塵也可
能會進入引擎內導致引擎嚴重損壞。

在未正確安裝好空氣濾清器濾芯之前，切勿
運轉引擎。

提示
若機車在多塵、潮濕或泥濘的環境下使用，
需要經常檢查空氣濾清器濾芯，否則會損壞
機車。在上述環境下，空氣濾清器濾芯會堵
塞，造成引擎損壞。

故在惡劣環境中行駛過後，請務必檢查空氣
濾清器濾芯。必要時加以更換濾芯。若水進
入空氣濾清器盒，請立即清潔空氣濾清器的
殼體和濾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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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濾清器濾芯

拆卸
1. 拆卸油箱。請參閱第 3-11 頁「油箱」
2. 拆下螺絲，然後拉出空氣濾清器蓋 1。

3. 取下空氣濾清器濾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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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檢查空氣濾清器濾芯的狀況。請定期更
換空氣濾清器濾芯。

安裝
1. 按照與拆卸相反的步驟重新安裝的空氣

濾清器濾芯。

提示
壓縮空氣會損壞空氣濾清器濾芯。

切勿用壓縮空氣吹向空氣濾清器濾芯。

提示
灰塵會經由破損的空氣濾清器濾芯進入引
擎，並造成損害。 

故一旦空氣濾清器濾芯破損應立即進行更
換。清潔時，請仔細檢查空氣濾清器濾芯有
無破損。

提示
空氣濾清器濾芯安裝的位置不當會使灰塵越
過濾芯進入引擎。這會對引擎造成損害。

請正確安裝空氣濾清器濾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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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新安裝油箱。

註：重新安裝油箱前，確認油箱排放軟管和
通風軟管未彎折。

空氣濾清器排放塞清潔

拆卸
每年檢查裝在空氣濾清器盒底部的空氣濾清
單排水管中累積的水或機油。若有髒污或水
累積，請拆下空氣濾清單排水管 1，然後清
除累積的髒污和水。

安裝
牢牢裝上空氣濾清單排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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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機油

說明
引擎壽命取決於機油量和品質。日常的機油
油位檢查和定期更換機油是兩項 重要的保
養工作。

註：添加、排放或更換引擎機油前，請詳
讀引擎機油容器上的注意事項和本節中的
指示。

選擇引擎機油

推薦的機油
鈴木推薦使用 SUZUKI PERFORMANCE 4 MOTOR
OIL 或同等級的引擎機油。 

若您無法取得推薦的機油，請使用符合以下
標準的引擎機油。 

SAE API JASO

10W-40
SG, SH, SJ, SL, 

SM 或 SN
MA (MA1, M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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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E 引擎機油黏度
若無法買到 SAE 10W-40 引擎機油，可根據
下表選擇一種引擎機油代用。

* 限用 SG, SH, SJ 或 SL。

節能
鈴木公司不建議使用所謂的節能機油。部分
API 分類屬於 SH, SJ, SL, SM 或 SN 等級的
引擎機油產品在 API 的環形分類標誌上帶有
節能 ("ENERGY CONSERVING" 或 "RESOURCE
CONSERVING") 的字樣。這些機油會影響引擎
壽命和離合器性能。

API SG, SH, SJ, SL, SM 或 SN

建議

API SH, SJ, SL 或 SM API SN

不建議

提示
混用不同製造商和等級的機油可能會改變機
油的品質並導致故障。 

不可混合或使用低品質的機油。

引擎機油

溫度

AP
I SERVICE SJ 

SAE
10W-40

E
N

E
RGY CONSERVIN

G
 

AP
I SERVICE SJ 

SAE
10W-40

R
E

SO
URCE CONSERVI

N
G

 

AP

I SERVICE SN 

SAE
10W-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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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 T903
JASO T903 標準是一個索引值，用於選擇 4
衝程機車或 ATV（全地形車）引擎的引擎機
油。機車和 ATV 引擎的離合器、變速箱齒輪
均用引擎機油潤滑。JASO T903 規定了機
車、ATV 離合器和變速箱的性能要求。

有 MA (MA1 和 MA2) 和 MB 三種等級。舉例
來說，油箱按以下方式顯示其分類。

1 機油銷售公司的代碼號

2 機油分類

檢查引擎機油油位
如下所示檢查引擎機油油位： 
1. 在水平地面上用側腳架撐起機車。 
2. 啟動引擎並讓引擎怠速運轉三分鐘。 
3. 停止引擎，等待三分鐘。 
4. 將機車直立，從引擎右側的視窗玻璃檢

查引擎機油表面是否在 "F"（上油位）1
和 "L"（下油位）2之間。

若機油高於 "F"（上油位）1 或低於
"L"（下油位）2，請將機油油位調整到
"F" 和 "L" 之間。 
- 若機油低於 "L"（下油位）2，請添加
更多機油。 

- 若機油高於 "F"（上油位）1，請排放
機油以調整油位。有關如何排放機油的
資訊，請洽詢鈴木授權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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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引擎運轉時和停止後，排氣管和引擎會變
燙。冷卻前碰觸到可能會燙傷。 

保養附近零件時，在發動前等到這些零件完
全冷卻才可以碰觸。

F

L

提示
機車行駛時裝有過多或過少的機油都會對引
擎造成損害。

將機車停放在水平地面上。請在每次使用機車
前，利用引擎機油油位檢查窗檢查油位。請務
必確保引擎機油油位高於刻線 "L"（低），並
低於刻線 "F"（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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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引擎機油
請依照以下程序添加更多引擎機油。
1. 在平坦區域讓引擎怠速三分鐘，然後停

止引擎。
2. 三分鐘後，拆下引擎機油注油蓋 3。

3. 將機車直立，然後添加機油，使引擎機
油油面介於 "F"（上油位）1和 "L"（下
油位）2 之間。

4. 牢牢裝上蓋子 3。

 警告
兒童和寵物可能因誤飲新、舊機油而受到
傷害。

新機油和用過的機油以及用過的機油濾清器
應遠離兒童和寵物妥善放置。

 警告
重複、長期接觸用過的引擎機油可能會導致
皮膚癌。短暫接觸機油會刺激皮膚。

為減少接觸到用過的機油的機會，更換機油
時，請穿長袖衣物並戴防水手套（如洗碗時
使用的手套）。若機油接觸到皮膚，應用肥
皂和清水徹底洗淨。若衣物或布料沾上機
油，應充分洗滌。使用過的機油和機油濾清
器應回收或妥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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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完全擦掉所有濺出的機油。

更換引擎機油和過濾器
在預定時間更換引擎機油和機油過濾器。更
換機油時，引擎應總是熱的，這樣才可以輕
易排放機油。更換步驟如下：
1. 用側腳架撐起機車。
2. 拆下注油孔蓋 3。
3. 從引擎下方拆下排放塞 4 和墊片 5，

將引擎機油排入剩油接盤。

提示
若有任何髒汙從注油口進入，可能會損壞
引擎。

檢查是否有灰塵、泥土或異物黏在機油容器
上，並確保異物不會經由機油注油口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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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使用後的機油應回收或妥善處理。
• 在開始操作前，確定機油容器裡或機油

濾清器安裝表面上沒有任何灰塵、泥土
或異物。

4. 請參照「整流罩拆卸」章節，拆下左側
整流罩。

您可以從鈴木授權經銷商取得

機油過濾器扳手（零件編號 09915-40620）

 注意
高溫的引擎機油和排氣管會讓您灼傷。

請在機油排放塞和排氣管冷卻至可用手觸摸
後，再開始排出機油。

提示
在排放引擎機油時轉動引擎將造成零件的油
膜不足，對引擎產生不良影響。

請勿在更換引擎機油時使用電動啟動器開關。



3-35

5. 用尺寸適當的鈴木「帽式」機油濾清器
扳手或者「帶式」機油濾清器扳手逆時
針旋轉機油濾清器 6，將其拆下。

6. 用乾淨的抹布將引擎的機油濾清器安裝
表面 7 擦拭乾淨。

7. 在新的機油濾清器橡膠墊片 8 上塗抹少
量的引擎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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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用手旋上新的機油濾清器，直到濾清器
墊片接觸到安裝表面（此時您會感覺到
一點阻力）。

註：為了正確地鎖緊機油濾清器，精確找出
機油濾清器墊片與機油濾清器安裝表面初期
接觸的位置頗為重要。

9. 在「帽式」機油濾清器扳手或機油濾清
器上標記出上死點的位置。使用機油濾
清器扳手將濾清器鎖緊兩圈，或按指定
扭力值將其鎖緊。

機油濾清器鎖緊扭力值：
20 Nm (2.0 kg-m)

提示
使用設計不當或不符合螺紋規格的機油濾清
器會對引擎造成損害。

請使用為您的機車所設計的正廠鈴木機油濾
清器或同等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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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換成新的排放塞墊片 5。重新裝上排放
塞 4 和墊片 5。用扭力扳手依規定扭力
值鎖緊洩油螺栓。從機油注油孔填入
3000 ml 的新引擎機油，並裝上注油蓋。
務必確保使用 3-28 頁 「選擇引擎機油」
一節中所述的指定引擎機油

排放塞的鎖緊扭力：
23 Nm (2.3 kg-m)

註：未更換機油濾清器時，約需要 2700 ml
的機油。

標記上死點

機油濾清器扳手

將濾清器轉兩圈轉緊，或轉緊至指定

扭力。

位於濾清器墊片初期接觸

安裝表面的位置。

提示
若使用不符合鈴木規格的機油會損壞引擎。

請務必使用「選擇引擎機油」一節中所指定
的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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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啟動引擎（將機車停放在水平地面上）
並怠速運轉三分鐘。

12.將引擎熄火，等待約三分鐘。將機車直立
時，可透過引擎機油檢查窗重新檢查機油
油位。若機油油位低於 "L"，請加入機油
直到油位位於 "L"， "F" 之間。檢查洩排
放塞及機油濾清器是否有洩漏情形。

註：若您沒有適當的機油濾清器扳手，請讓
鈴木授權經銷商進行此項保養工作。

引擎冷卻液

說明
必須定期更換冷卻液。根據保養表在適當的
時間間隔更換。關於更換冷卻液，請洽詢鈴
木授權的經銷商。

關於引擎冷卻液
引擎冷卻液除有防凍能力外還有防鏽和潤滑
水泵的作用。因此，在任何時候皆應使用引
擎冷卻液，即使當地的氣溫不會低於冰點。
使用 "SUZUKI SUPER LONG LIFE COOLANT"
或 "SUZUKI LONG LIFE COOLANT"。若無法買
到 "SUZUKI SUPER LONG LIFE COOLANT" 和
"SUZUKI LONG LIFE COOLANT"，請使用與鋁
製散熱器相容的乙二醇防凍劑混合蒸餾水，
且比例必須為 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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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容量（總量）：2130 ml

Suzuki super long life coolant（藍）
"SUZUKI SUPER LONG LIFE COOLANT" 已依照
適當比例事先混合。當冷卻液不足時，僅可
加入 "SUZUKI SUPER LONG LIFE COOLANT"。
更換冷卻液時，不需要稀釋 "SUZUKI SUPER
LONG LIFE COOLANT"。

註：
• 使用冷卻液前，請閱讀冷卻液容器上的

注意事項和本節中的指示。
• 50% 混合液能保護冷卻系統，在溫度

–31°C 以上可防止結冰。若機車會暴
露在 –31°C 以下的溫度內，則混合
比例須提高到 55% (–40°C) 或 60%
(–55°C)。冷卻液的混合比例不應超
過 60%。

50%
水 1065 ml

冷卻液 1065 ml

 警告
處理冷卻液時犯錯可能對您的身體和機車產
生負面影響。 

開始前，詳讀容器上的注意事項文字。如有
任何疑問，請洽詢鈴木授權的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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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冷卻液液位
引擎冷卻時，根據以下程序執行檢查。 
1. 使用側腳架停在水平表面上。
2. 拆下螺栓。卸下扣鉤，並拆下左右車身

前罩 1。

3. 將機車直立，然後檢查冷卻液是否在 "F"
（上油位）2 和 "L"（下油位）3 之間。

註：
• 標記出減少的冷卻液可能指出散熱器本

體或軟管有洩漏。應請鈴木授權經銷商
檢查您的機車。 

• 若引擎冷卻液儲存槽中無冷卻液，請檢
查散熱器中的冷卻液液位。 

• 補充冷卻液。不可使用井水或自然水。
• 關於更換冷卻液，請洽詢鈴木授權的經

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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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加入指定的引擎冷卻液
若要加入指定的引擎冷卻液：
1. 用側腳架撐起機車。
2. 請參照「抬起油箱」一節的說明抬起油

箱。（ 3-11）
3. 拆下注油孔蓋 1。

4. 保持機車直立，經由注油孔添加指定的
引擎冷卻液，直到達到 "F" 線 2。請參
照「引擎冷卻液」一節。（ 3-38）

註：僅加水會稀釋引擎冷卻液而降低其效
果。請加入指定的引擎冷卻液。

 警告
誤飲或吸入引擎冷卻液是有害和致命的。其
溶液對動物是有毒的。

切勿飲入防凍劑或冷卻液溶液。若不慎飲
入，請勿催吐。請立即聯絡毒物管制中心或
醫生。避免吸入其霧氣或熱蒸氣。一旦吸
入，應立即到空氣清新的地方換氣。若不慎
入眼，應以清水沖洗並就醫。在處理溶液後
應徹底清洗。請將其放置在兒童和動物無法
接觸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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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熱器軟管檢查
檢查散熱器軟管有無裂痕、損壞或引擎冷卻
液洩漏。若發現任何問題，可請鈴木授權經
銷商更換新的散熱器軟管。

 警告
引擎高溫時，拆下散熱器可能導致冷卻液噴
灑造成燙傷。 

拆下儲存槽蓋以補充冷卻液。不可拆下散熱
器蓋。

提示
濺出的冷卻液會損壞機車的漆面。

在填充散熱器時，請小心不要讓任何液體灑
到外面。一旦有引擎冷卻液濺出，應立即將
其擦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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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怠速

檢查
檢查引擎怠速。引擎暖機時，引擎怠速轉速
應為 1300 ± 100 r/min。

註：若引擎怠速不在限定範圍內，請讓鈴木
授權經銷商或合格的技師進行檢修。

燃油軟管

檢查
檢查燃油軟管 1 是否損壞或漏油。若發現
任何問題，應更換燃油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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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鏈

說明
本機車有一條以特殊材質製成的無限傳送
鏈。該驅動鏈並未使用主連桿。若傳送鏈需
要更換，建議您將機車送交鈴木授權經銷商
進行處理。
您在每次騎乘前都應該檢查傳送鏈的狀況及
其調整情形。請務必遵守和傳動鏈的檢查與
保養有關的指示。

檢查傳送鏈
檢查傳送鏈時，請尋找下列狀況：
• 鬆脫的鏈銷
• 受損的輪鏈齒
• 乾燥或生鏽的環節
• 扭結或打結的環節
• 磨損過度
• 調整不當

當您發現傳送鏈的狀況或調整情形有任何異
常時，若您知道如何修復，請進行修復。 

如有必要，請諮詢鈴木授權經銷商。
 警告

騎乘時若鏈條的狀況不良或調整不當，可能
會導致撞車。

請依據本節的指示說明，在每次騎乘前正確
地檢查、調整並保養鍊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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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鏈受損代表棘輪也可能受損。請檢查棘
輪是否有下述情形：
• 輪齒磨損過度
• 輪齒斷裂或受損
• 棘輪安裝螺帽鬆脫

若發現棘輪有任何上述問題，請諮詢鈴木授
權經銷商。

傳送鏈的清潔與上油
使用以下程序將傳動鏈清潔和上油。 
1. 清洗傳送鏈上的污物和灰塵。請小心不

要使密封環受損。 
2. 關於清潔，請使用專用的密封鏈條清潔

劑或水或中性清潔劑和軟刷。軟刷也可
能使密封受損，因此請小心不要損壞密
封環。

 警告
鏈條安裝不當，或使用接頭夾型鏈條可能會
很危險。鉚接快扣未完全的主連桿或接頭夾
型主連桿可能會分解，並引發事故或造成引
擎嚴重受損。

請勿使用接頭夾型鏈條。更換傳動鏈時，需
要一種特殊的鉚接工具及一條高品質的非接
頭夾型鏈條。請讓鈴木授權經銷商或合格技
師進行此項工作。

提示
傳送鏈清潔不當可能會使密封環受損並毀掉
傳動鏈。

• 切勿使用揮發性溶劑，例如油漆稀釋劑、
煤油和汽油。

• 切勿使用高壓清洗機清洗傳送鏈。
• 切勿使用鋼絲刷清洗傳送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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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水和中性清洗劑擦拭乾淨。
4. 使用機車密封傳送鏈潤滑劑或高黏度機

油（#80 – 90）來進行潤滑。

5. 潤滑傳送鏈的前後盤。
6. 將傳送鏈潤滑完畢後，把過多的潤滑劑

擦拭乾淨。

傳送鏈調整
每次使用機車前，檢查傳動鏈是否鬆弛。用
側腳架撐起機車。如圖所示，調整傳動鏈
20 – 30 mm 的鬆弛度。

20 – 30 mm

提示
部份傳送鏈潤滑劑內含會損害到傳送鏈密封
環的溶劑與添加物。

使用密封傳送鏈專用的密封傳送鏈潤滑劑。

 警告
鏈條過鬆會使傳動鏈脫離棘輪，造成撞車或
使機車嚴重受損。

請在每次使用機車前檢查並調整傳送鏈鬆緊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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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調整傳送鏈，請按照以下步驟進行：
1. 用側腳架撐起機車。
2. 鬆開輪軸螺帽 1。

3. 旋鬆左右螺帽 2。
4. 轉動左右調整器螺栓 3、直到引擎棘輪和

後棘輪之間的傳動鏈鬆弛 20 – 30 mm。

5. 在調整鏈條的同時，後棘輪必須與前棘
輪完全對齊。為協助您完成此項步驟，
搖臂及每個鏈條調整器上都有彼此對齊
的參考記號 4，可作為從一側到另一側
的參考。

6. 鎖緊輪軸螺帽 1。
7. 於鎖緊後再次檢查鏈條鬆緊程度，必要

時請重新調整。
8. 旋緊左右鎖緊螺帽 2。

後軸螺帽鎖緊扭力值： 
100 Nm (10.0 kg-m)

註：切勿將傳送鏈調整到超過可調整範圍 4。
請在傳送鏈超過限度之前更換傳送鏈。

 注意
發熱的排氣管會灼傷您。在停止引擎一段時
間後，排氣管的熱度仍足灼傷您。

請等排氣管冷卻後再調整傳送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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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合器

離合器油
本機車的離合器釋放裝置由液壓運作。不需
調整離合器釋放系統，因為系統會自我調
節。但是，每次騎乘前，請檢查以下項目，
確保系統維持在良好的狀態且正常運作。
• 油罐之油面高過 "LOWER" 線 1。
• 無漏油。
• 離合器拉桿的動作順暢無誤。

 警告
僅限使用未開封的 DOT4 油，否則會損壞離
合器系統並導致撞車。

請在拆卸前清潔注油蓋。僅能使用未開封的
DOT4 油。切勿使用或混合其他種類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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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合器軟管檢查
檢查離合器軟管和軟管接頭有無裂痕或離合
器油洩漏。若發現任何問題，可請鈴木授權
經銷商更換新的離合器軟管。

 警告
離合器油有害，誤飲可能致命。若接觸皮
膚或眼睛也會帶來傷害。其溶液對動物是
有毒的。

若不慎飲入離合器油，請勿催吐。請立即聯
絡毒物管制中心或醫生。若不慎入眼，應以
清水沖洗並就醫。在處理溶液後應徹底清
洗。請將其放置在兒童和動物無法接觸到的
地方。

提示
溢出的離合器油會損害噴漆面及塑膠零件。

在加注油杯時，請小心不要溢出。若溢出，
應立即擦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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剎車

說明
本機車採用前後碟剎。

註：在泥土、水和砂子或其他極端情況下操
作可能加速剎車磨損。若在這些情況下操作
您的機車，必須比「保養表」建議更經常檢
查剎車。

剎車軟管檢查
檢查剎車軟管和軟管接頭有無裂痕、損壞或
剎車油洩漏。若發現任何問題，可請鈴木授
權經銷商更換新的剎車軟管。

 警告
未適當檢查和保養機車的剎車系統會增加發
生事故的可能性。

每次使用之前，請務必根據「騎乘前的檢
查」一節的說明檢查剎車系統。請務必按照
「保養表」的要求對剎車系統進行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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剎車油
檢查前和後剎車油壺中的剎車油位。如果油
壺中的油位低於低標 1，檢查剎車墊是否磨
損或有裂縫。

前

後

 警告
剎車油會透過剎車軟管逐漸吸收溼氣。含水量
高的剎車油會降低沸點，而且可能導致剎車系
統（包括 ABS）由於剎車零件腐蝕而故障。沸
騰的剎車油或剎車系統（包括 ABS）故障可能
會造成事故。

為了維持剎車性能，請每兩年更換一次剎
車油。

 警告
每兩年更換剎車油一次以保持剎車性能。標
記的剎車油減少可能表示剎車系統會洩漏。 

應請鈴木授權經銷商檢查您的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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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僅能使用未開封的 DOT4 剎車油，否則會損
壞剎車系統並導致事故。

請在拆卸前清潔注油蓋。僅能使用未開封的
DOT4 剎車油。切勿使用或混合其他種類的
剎車油。

 警告
若髒污進入油壺，可能造成剎車系統故障。 

添加剎車油時，在打開注油孔蓋前先清潔其
周圍。

 警告
剎車油有害，誤飲可能致命。若接觸皮膚
或眼睛也會帶來傷害。其溶液對動物是有
毒的。

若不慎飲入剎車油，請勿催吐。請立即聯絡
毒物管制中心或醫生。若剎車油不慎入眼，
應以清水沖洗並就醫。在處理溶液後應徹底
清洗。請將其放置在兒童和動物無法接觸到
的地方。

提示
溢出的剎車油會損害噴漆面及塑膠零件。

在加注剎車油壺時，請小心不要溢出。若溢
出，應立即擦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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剎車墊
檢查前和後剎車墊，查看剎車墊是否已磨損
到溝槽磨損限制線 1。若前後剎車墊中的一
個已經磨損到溝槽磨損限制線處，應同時更
換前剎車墊或兩個後剎車墊。 

更換前方或後方剎車片後，必須反覆數次抓
放剎車拉桿、踩動剎車踏板。這可讓剎車片
自動調整至正確位置。 
新的剎車墊的煞車力度會有所不同，因此請
小心騎乘。

註：安裝剎車墊未就位時，切勿握緊剎車桿
或踩下剎車踏板。否則活塞會難以退回，剎
車油也可能會漏出。

前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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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後

 警告
若不檢查和保養剎車墊並在必要時進行更
換，會增加發生事故的可能性。

若您需要更換剎車墊，請委託鈴木授權經銷
商進行更換。請依建議檢查和保養剎車墊。

 警告
僅更換一個剎車墊會導致剎車不均衡，並增
加發生事故的可能性。

請務必同時更換兩個剎車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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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剎車踏板之調整
應隨時正確調整後剎車踏板的位置，否則剎
車墊會摩擦到剎車盤，造成剎車墊與剎車盤
表面受損。 

請按照下列方法調整後剎車踏板的位置：
1. 鬆開鎖緊螺帽 1，轉動推桿 2 使踏板

移動到腳踏板的頂面下方 20 – 30 mm
的位置。

20 – 30 mm

                                                     

 警告
在修理剎車系統或更換剎車墊後，若未反
覆數次抓放剎車桿，踩動剎車踏板即開始
騎乘機車，剎車性能會不理想，並可能造
成事故。

在修理剎車系統或更換剎車墊後，應反覆抓
放剎車桿和踩踏剎車踏板，直到剎車墊完全
壓住剎車盤，使剎車桿和剎車踏板恢復合適
的行程並有明顯的剎車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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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新旋緊鎖緊螺帽 1 以便將推桿 2 固
定在適當位置。

後剎車燈開關
踩下後剎車踏板約 10 mm 時，檢查剎車燈是
否亮起。若太早或太晚亮起，請調整後剎車
燈開關。 

10 mm

提示
若剎車踏板調整不當，會迫使剎車墊持續接
觸剎車盤，造成剎車墊和剎車盤損壞。

請按照本節所述步驟適當地調整剎車踏板的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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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您的手指固定後剎車燈開關本體 1 使
其不會旋轉，然後旋轉螺帽 2 進行調整。
如 A 中所示旋轉螺帽會使剎車燈提早亮起。
如 B 中所示旋轉會使剎車燈延後亮起。

腳踏換檔桿

說明
若騎乘時難以換檔，表示排檔桿高度可能不
適合您的身高。建議將高度調整至適合您的
身高。

排檔桿的調整
使用以下程序可以調整排檔桿的高度。 
1. 向前旋轉鎖定螺帽 A 和 B ( ) 將其鬆

開，然後旋轉桿子 1。 

提示
調整時，旋轉後剎車燈開關可能導致線路斷
開連接。 

旋轉調整器，使後剎車燈開關本體不會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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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前旋轉桿子 ( ) 以降低踏板位置，
反向旋轉 ( ) 可升高位置。 

3. 找出位於腳踏板頂面下方的排檔桿 20 –
30 mm 的位置。

20 – 30 mm

4. 調整後，反向旋轉鎖定螺帽 A 和 B ( )
將其鎖緊。

註：調整後，牢牢鎖緊鎖定螺帽。

輪胎

說明
檢查輪胎的接觸面或側面是否有裂痕或損
壞。此外，檢查輪胎是否有穿透的釘子、石
頭或其他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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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請檢查輪胎的接觸面是否有異常的磨損。
關於異常磨損，請洽詢鈴木授權的經銷商。 

更換輪胎時，務必使用以下的指定輪胎。

前 後

尺寸 110/80R19M/C 59V 150/70R17M/C 69V

型號
BRIDGESTONE

A41F F
BRIDGESTONE

A41R F

 警告
使用非指定的輪胎可能對機車的安全操作產
生負面的影響。

請務必使用指定的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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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輪胎保養、安裝不當或平衡不良會造成機車
失控、引發事故或縮短輪胎壽命。

• 請讓鈴木授權經銷商或合格技師進行輪胎
的修理、更換和調整平衡，因為這需要適
當的工具和經驗。

• 請根據每個輪胎側面胎壁上的箭頭所示轉
向安裝輪胎。

 警告
輪胎是機車和路面間重要的連結點。若未採取
下述預防措施，可能會因輪胎故障發生事故。

• 請在每次騎乘前檢查輪胎狀況和胎壓，必
要時調整胎壓。

• 請避免讓機車過載。
• 若輪胎磨損至規定限度，或發現如割痕或
裂痕等損傷，請更換輪胎。

• 請務必使用本車主手冊中指定的輪胎尺寸
和型號。

• 請在安裝車輪後進行平衡調整。
• 請仔細閱讀車主手冊本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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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由於新輪胎易滑，因此放置機車的角度不
要太傾斜。磨合輪胎時，保持斜靠的角度。

輪胎壓力和載重
為了安全騎乘起見，請閱讀車主手冊有關胎
壓和選擇要使用的輪胎的部份。 

機車行駛時輪胎溫度會上升，增加氣壓。因
此，請在輪胎冷卻時、騎乘前使用胎壓計，並
檢查輪胎是否在指定的壓力下。若壓力值超出
指定範圍，請調整到適當的胎壓。輪胎若處於
過載狀態，會造成輪胎爆裂和機車失控。 

 警告
若未進行輪胎磨合，會造成輪胎打滑和機車
失控，進而引發事故。

使用新輪胎騎乘時應特別小心。在 初
160 公里時，應根據本手冊中「磨合」一
節的說明對輪胎進行適當的磨合，並避免
急劇加速、急轉彎和緊急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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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次騎乘前，務必檢查輪胎壓力，確保胎
壓和下表中的機車載重相符合。

冷胎氣壓表

輪胎充氣不足不僅會使機車難以平順轉彎，
也會加快輪胎的磨損速度。而充氣過飽的輪
胎會導致輪胎與地面接觸過少，造成打滑和
失控。

註：若發現輪胎壓力降低，請檢查輪胎表
面是否有釘子或小孔，輪圈是否受損。無
內胎輪胎被刺破時，會出現胎壓逐漸降低
的情況。

輪胎狀態和類型
輪胎狀態和輪胎型號會影響機車性能。輪胎
的割痕或裂痕會造成輪胎故障和機車失控。
磨損的輪胎易發生爆胎，導致機車失控。輪
胎磨損亦會影響輪胎外形，改變機車的操作
特性。

請在每次騎乘前檢查輪胎狀況。若輪胎上有
割痕或裂痕等明顯損傷，或前輪的胎紋深度
低於 1.6 mm，後輪的胎紋深度低於 2.0 mm，
應更換輪胎。" " 標記指出輪胎嵌入磨損
指示線的位置。當磨損指示線與路面接觸，
表示輪胎已達到磨損限度。

載重

輪胎
單乘 雙載

前
250 kPa

2.50 kg/cm2

250 kPa
2.50 kg/cm2

後
290 kPa

2.90 kg/cm2

290 kPa
2.90 kg/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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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後

 警告
若未遵守以下關於無內胎輪胎的說明，可能
會因輪胎故障而撞車。與有內胎輪胎相比，
無內胎輪胎需要不同的保養方法。

• 無內胎輪胎的胎圈與輪圈間需要氣密封。
拆卸和安裝輪胎時，為避免輪胎或輪圈受
損造成漏氣，必須使用專用輪胎撬棒和輪
圈保護器或專用輪胎安裝機。

• 請拆下輪胎並使用內部膠補片來修理無內
胎輪胎上的孔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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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輪輻條 (V-STROM 1050XT)

輪圈檢查
檢查輪圈是否受損，如破裂、變形或彎曲。

• 請勿使用外部修補塞來修補孔洞，因為機
車輪胎受到的轉向力可能會使修補塞鬆
動。

• 輪胎修理後，前 24 小時的騎乘速度請勿
超過 80 km/h，之後請勿超過 130 km/h。
這是為了避免累積過多熱量造成修理失敗
和輪胎漏氣。

• 若輪胎在胎壁區域出現孔洞，或胎面穿孔
面積大於 6 mm，請更換輪胎。這些孔洞
無法充分修理。

 警告
輪圈受損可能造成漏氣，使機車穩定性降
低，進而導致撞車。

若發現任何損壞，請更換輪圈。請勿修理或
調整受損輪圈並再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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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條檢查

檢查輻條張力以確定輻條接頭的緊密度。您
可以用小金屬棒敲打輻條來檢查張力。如果
輻條接頭鬆脫，會發出沉重的聲音。

為了正確旋緊輻條接頭，請按照規定的扭力
值鎖緊。鬆開或過緊的輻條接頭可能會造成
輻條張力不均衡，且可能會因此導致輪圈變
形。請鈴木授權經銷商執行此保養。

側腳架/點火連鎖系統

檢查
請依下述說明，檢查側腳架/點火連鎖系統是
否正常運作：
1. 坐在機車的正常騎乘位置，使側腳架收

起。
2. 切換到一檔、合上離合器、啟動引擎。
3. 繼續保持離合器接合，將側腳架放下。

1: 側腳架 / 點火連鎖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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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引擎在側腳架移到放下位置時停止運轉，
表示側腳架/點火連鎖系統運作正常。若引擎
在變速箱打入檔位且側腳架放下時仍繼續運
轉，表示側腳架/點火連鎖系統作動不正常。
請將機車送交鈴木授權經銷商或合格技師進
行檢查。

前輪

拆卸
1. 用側腳架撐起機車。(V-STROM 1050)

用主站架撐起機車。(V-STROM 1050XT)
2. 拆下安裝螺栓 1 以取下前輪速度感應

器。

 警告
若側腳架 / 點火連鎖系統未正常運作，您可
能會在側腳架處於放下位置時騎乘機車。當
機車左轉彎時，這會使機車的控制受到側腳
架的干擾，並可能因此導致撞。

請在騎乘前檢查側腳架 / 點火連鎖系統是否
作動正常。請在出發前，確認側腳架已完全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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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卸下剎車夾鉗上的 2 個固定螺栓 2，將
前叉上的兩個剎車夾鉗拆下。

註：在剎車夾鉗拆下後，切勿按壓剎車拉
桿。否則剎車墊會難以裝回剎車夾鉗總成，
也可能會造成剎車油洩漏。

4. 拆卸輪軸螺帽 3。
5. 鬆開輪軸座螺栓 4。

6. 鬆開輪軸座螺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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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將一個輔助支架或類似的物件放置於搖臂
下方，以保持機車後部的穩定。(V-STROM
1050)

8. 將千斤頂小心地放入排氣管下方，頂昇
千斤頂使前輪稍微離開地面。

9. 拔出輪軸 6。

10.向前移出前輪 7。

11.將新車輪放置妥當，然後插入輪軸。
12.拆下千斤頂和支架。

提示
若千斤頂使用不當，整流罩或機油濾清器可
能會受損。

抬升機車時，請勿將千斤頂放置在整流罩或
機油濾清器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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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握持輪軸，並按照指定扭力值鎖緊輪軸
螺帽 3。

14.按照指定扭力值鎖緊輪軸座螺栓 4。

15.將車頭向上和向下移動數次，使輪軸固
定到位。

16.按照指定扭力值鎖緊輪軸座螺栓 5。

17.重新安裝剎車夾鉗和速度感應器。
18.安裝車輪後，先抓放幾次剎車桿使其恢

復合適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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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輪軸螺帽鎖緊扭力：
100 Nm (10.0 kg-m)

前輪軸座螺栓鎖緊扭力：
23 Nm (2.3 kg-m)

前剎車卡鉗安裝螺栓鎖緊扭力：
39 Nm (3.9 kg-m)

前輸速度感應器安裝螺栓鎖緊扭力：
10 Nm (1.0 kg-m)

 警告
安裝車輪後若未使剎車墊張開，會降低機車
的制動性能，並可能因此導致撞車。

騎乘前，應反覆抓放剎車桿，直到剎車墊完
全壓住剎車碟盤，恢復合適的剎車行程和明
顯的剎車感覺。並檢查車輪能否自由轉動。

 警告
若螺栓和螺帽未按規定鎖緊，輪胎可能會脫
落而導致撞車。

請務必按照指定扭力值鎖緊螺栓和螺帽。若
您沒有扭力扳手或不知道如何使用，請讓鈴
木授權經銷商檢查螺栓和螺帽。



3-71

後輪

拆卸
 警告

前輪裝反會很危險。本機車的輪胎具有方向
性。因此，若輪胎安裝不正確，會造成機車
操作失常。

安裝前輪時，請讓前輪得以按照輪胎壁箭頭
所示方向轉動。

 注意
發熱的排氣管會灼傷您。

請等排氣管冷卻後再拆卸輪軸螺帽。

提示
請務必在拆卸後輪時使用副腳架，否則機車
可能會翻倒受損。

請勿在路邊拆卸後輪。僅可在設施完備的場
所利用輔助支架進行後輪的拆卸。



3-72

1. 用側腳架撐起機車。(V-STROM 1050)
用主站架撐起機車。(V-STROM 1050XT)

2. 拆下安裝螺栓以取下後輪速度感應器 1。

3. 拆卸輪軸螺帽 2。
4. 在搖臂下方放置輔助支架或類似的支

架，將後輪輕輕抬離地面。(V-STROM
1050)

5. 旋鬆左右螺帽 3。將左右鏈條調整螺栓 4
順時針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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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拔出輪軸 5。

7. 將車輪朝前移動，自棘輪 7 取下鏈條
6。

8. 拆下後剎車夾鉗總成 8。

9. 將後輪組件 9 向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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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拆下後輪後，請勿踩下後剎車踏板。這
會使剎車墊難以裝回剎車夾鉗總成內。

10.車輪的安裝步驟與拆卸步驟相反。
11.調整傳送鏈鬆緊程度。
12.裝上輪胎後，請按壓剎車數次，並檢查

車輪是否能自由轉動。

後軸螺帽鎖緊扭力值： 
100 Nm (10.0 kg-m)

鏈條調整器鎖定螺帽鎖緊扭力：
22 Nm (2.2 kg-m)

後輸速度感應器安裝螺栓鎖緊扭力：
10 Nm (1.0 kg-m)

 警告
若您未適當調整傳送鏈，以正確的扭力值鎖
緊螺栓及螺帽，可能會導致撞車。

• 安裝後輪後，請依「傳送鏈調整」一節的
說明調整傳送鏈（ 3-46）。

• 依適當規格鎖緊螺栓與螺帽。若您不確定
正確步驟為何，請讓鈴木授權經銷商或合
格技師進行此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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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泡

更換
各燈泡的瓦特數如下表所示。更換燒毀的
燈泡時，請務必使用符合下表的相同電壓
額定值。

 警告
安裝車輪後若未使剎車墊張開，會降低機車
的制動性能，並可能因此導致撞車。

騎乘前，應反覆踩踏剎車踏板，直到剎車墊
完全壓住剎車盤，恢復合適的剎車行程和明
顯的剎車感覺。並檢查車輪能否自由轉動。

大燈 LED

位置燈 LED

前方向燈

V-STROM 
1050

12 V 21 W × 2 

V-STROM 
1050XT

LED

後方向燈

V-STROM 
1050

12 V 21 W × 2 

V-STROM 
1050XT

LED

剎車燈 / 尾燈 LED

牌照燈 12 V 5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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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機車配備 LED 照明。因為 LED 燈裝
在整合裝置內，因此無法僅更換 LED 燈。
若有任何 LED 燈無法亮起，請洽您的鈴木
經銷商。

前和後方向燈 (V-STROM 1050)
若要更換前和後方向燈的燈泡，請依下述步
驟進行：
1. 拆下螺絲並取出燈罩 1。

提示
若未使用正確瓦特數的燈泡，會使機車的電
氣系統超載或使燈泡較快損壞。

僅能使用下表所列燈泡作為替換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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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內壓下燈泡 2，同時左轉拔出燈泡。

3. 安裝替換燈泡時，將燈泡向內壓並同時
右轉。

4. 重新安裝燈罩。

牌照燈
若要更換牌照燈泡，請依以下步驟進行：

1. 用側腳架撐起機車。
2. 請參照「座墊」一節拆下前後座墊。

（2-108）
3. 拆下螺栓。
4. 卸下扣鉤，並拆下左右車身前罩 1。

提示
安裝燈罩時，若螺絲安裝過緊，可能會造成
燈罩破裂。

燈罩螺絲只需稍稍鎖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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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拆下螺栓。拆下行李架 2。 6. 拆下螺栓。拆下左右側上方支架 3。

(V-STROM 1050)

(V-STROM 1050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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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拆下螺栓。卸下扣鉤，然後拆下左車身
罩 4。

8. 拆下螺栓與緊固器。卸下扣鉤，然後拆
下右車身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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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拆下緊固件。拆下車身中央罩 6。 10.拆卸螺絲。拆下後擋泥板 7，然後斷開
導線連接器 8 的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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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拆下安裝螺帽 9 以取下牌照燈。

12.拆下螺絲 0，並將保護蓋連同燈罩一併
取出 A。

13.向內按壓燈泡，同時左轉拔出燈泡。

14.安裝替換燈泡時，將燈泡向內壓並同時
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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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燈光線

說明
如有必要，可對大燈光線進行上下的調節。

若要調整大燈光線的上下位置
鬆開大燈調整器螺栓 1。若要調整光線，請
將大燈 2 向前或向後移動。

保險絲

說明
如果機車上的某些電氣元件停止運作，首先
應檢查保險絲是否燒毀。機車電路中設有保
險絲，發生超載時可保護電路。

 警告
以規格錯誤的保險絲或替代物（如：鋁箔
或金屬絲）更換保險絲，可能會使電氣系
統嚴重受損，甚至引起火災。更換燒毀的
保險絲時，請務必使用與原保險絲相同規
格的保險絲。

若新保險絲在短時間內燒斷，表示電氣問題
可能未修復。應儘快請鈴木授權經銷商檢查
您的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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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保險絲
主保險絲位於後座墊下方。 

使用以下程序檢查主保險絲。 
1. 將點火開關設定在 OFF。 
2. 拆卸後座墊。請參閱第 2-109 頁「後座

墊和座墊鎖」 
3. 拆下啟動器繼電器盒蓋，拉出保險絲 1，

然後檢查。 
4. 若保險絲燒斷，請找出原因，當您修正

時，請換上指定安培數的備用保險絲 2。
若無法確定原因，請由鈴木授權經銷商檢
查您的機車。

提示
安裝不適用於機車的燈、儀錶等新電氣物品
可能造成保險絲燒斷，或可能損壞電瓶。 

安裝電氣物品時，請使用原廠鈴木零件。

提示
清潔機車時，噴水或用力擦拭保險絲周圍 

不可在保險絲周圍噴水或用力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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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絲
保險絲位於後座墊下方。

使用以下程序檢查保險絲。 
1. 將點火開關設定在 OFF。 
2. 拆卸後座墊。請參閱第 2-109 頁「後座

墊和座墊鎖」。 
3. 打開保險絲盒蓋，拉出保險絲，然後檢

查。 
4. 若保險絲燒斷，請找出原因，當您修正

時，請換上指定安培數的備用保險絲 3。
若無法確定原因，請由鈴木授權經銷商檢
查您的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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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單
下表顯示每個保險絲配合的主要設備清單。

1：啟動器繼電器盒

2：保險絲盒

1 2

345678

910

1112131415

17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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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標籤 容量 保護零件

1 MAIN 30 A 所有電路

2 SPARE 30 A -

3 P-SOURCE 3 A 電源

4 SIGNAL 15 A

• 位置燈
• 剎車燈 / 尾燈
• 牌照燈
• 方向燈
• 速度錶
• 喇叭
• USB 插座

5 IGNITION 10 A

• 點火線圈
• 啟動器繼電器
• 冷卻風扇繼電器
• 燃油泵繼電器
• 電磁閥
• ECM
• 鈍氣感應器
• 含氧感應器
• 晶片鎖
• ABS

6 PARKING 10 A

• 位置燈
• 尾燈
• 牌照燈
• 方向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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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EAD-HI 10 A
• 大燈（遠光）
• 遠光繼電器
• 速度錶

8 HEAD-LO 10 A 大燈（近光）

9 SPARE 10 A -

10 SPARE 3 A -

11 FAN 15 A 冷卻風扇馬達

12 FUEL 10 A

• 速度錶
• 燃油噴射器
• 燃油泵
• ECM

13 - - -

14 ABS-VALVE
10 A V-STROM 1050

15 A V-STROM 1050XT

15 ABS-MOTOR 25 A

16 - - -

17 SPARE 25 A -

18 SPARE 15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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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連接器
診斷連接器 1 位於座墊下方。

註：診斷連接器由鈴木授權經銷商或合格技
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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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說明
本故障診斷指南旨在協助您找出一些常見故
障的原因。

若您的機車發生任何問題，或您注意到有異
常，應交由鈴木授權的經銷商處理。

引擎不發動
執行以下的檢查。

• 確定使用正確的發動程序。
請參閱第 2-94 頁 「發動程序」

• 確定油箱中有油。
請參閱第 2-99 頁 「加油程序」

• 檢查故障指示燈是否亮起。
請參照第 2-28 頁的 「故障指示燈」。

• 檢查晶片鎖指示燈是否亮起。
請參閱第 2-87 頁 「晶片鎖」

• 檢查電瓶端子是否鬆脫。
請參閱第 3-18 頁 「電瓶」

• 是否有任何保險絲燒斷？
請參閱第 3-82 頁 「保險絲」

若注意到任何故障/問題，請洽詢鈴木授權的
經銷商。

提示
不當的修復或調整可能損壞您的機車。在有
些情況中，保固範圍不包括此類損壞。 

如有任何疑問，請洽詢鈴木授權的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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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熱（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 機油壓力指
示器燈 / 電瓶電壓警告指示燈亮起）

註：過熱是符合以下所有情況的狀態。
• 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 機油壓力指示

器燈 / 電瓶電壓警告指示燈 1：亮起
• 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2：亮起
• 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3：閃爍

若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 機油壓力指示
器燈 / 電瓶電壓警告指示燈亮起，請將機
車停在安全的地方，執行以下檢查並採取必
要的措施。

1. 將點火開關轉至 "OFF" 位置以停止引
擎。

2. 將點火開關轉至 "ON" 位置以啟動散熱器
風扇並冷卻引擎。
若散熱器風扇不作用，不可發動引擎。請
洽詢鈴木授權的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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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擎充份冷卻後，檢查冷卻液液位，並檢
查軟管是否會洩漏。
a.若發現有任何洩漏情況，不可發動引
擎。請洽詢鈴木授權的經銷商。

b.若冷卻液液位過低但沒有洩漏情況，請
添加冷卻液。若必須用水替代冷卻液，
請盡快洽詢鈴木授權的經銷商檢查和更
換冷卻液。

4. 若沒有發現問題，可在引擎冷卻液溫度指
示燈 / 機油壓力指示器燈 / 電瓶電壓警
告指示燈熄滅時騎乘機車。請盡快洽詢鈴
木授權經銷商進行檢查。

提示
騎乘過熱的機車可能導致引擎嚴重損壞。 

不可在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 機油壓力
指示器燈 / 電瓶電壓警告指示燈亮起時騎
乘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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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油壓力指示燈在騎乘時顯示（引擎冷卻液
溫度指示燈 / 機油壓力指示器燈 / 電瓶電壓
警告指示燈亮起）
若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 機油壓力指示
器燈 / 電瓶電壓警告指示燈亮起，請將機
車停在安全的地方，執行以下檢查並採取必
要的措施。

1. 將點火開關轉至 "OFF" 位置以停止引擎。
2. 檢查引擎機油油位。請參閱第 3-30 頁

「檢查引擎機油油位」
若油位過低，請添加引擎機油。

3. 啟動引擎。
a.在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 機油壓力
指示器燈 / 電瓶電壓警告指示燈熄滅
時可以騎乘機車。

b.若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  機油壓力指
示器燈 / 電瓶電壓警告指示燈不熄滅，
應停止引擎並洽詢鈴木授權的經銷商。

4. 機油油位降低可能導致引擎損壞。請洽詢
鈴木授權經銷商進行檢查。

提示
引擎機油壓力不足時騎乘可能導致引擎嚴重
損壞。  

不可在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 機油壓力
指示器燈 / 電瓶電壓警告指示燈亮起時騎
乘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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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燈顯示
指示燈在以下狀態時請洽詢鈴木授權的經銷
商。

• 故障指示燈 （第 2-28 頁）亮起或閃爍
• 出現 FI 警告 （第 2-44 頁）
• 檢查顯示 （第 2-44 頁）不熄滅
• ABS 指示燈（第 2-33 頁）在預設狀態後

無法重設或不再亮起
• 空檔指示燈在檔位指示燈於 N 位置時

（第 2-27 頁）不亮起
• 空檔指示燈在檔位指示燈顯示 1、2、3、

4、5 或 6 時亮起
• TC 指示燈 （第 2-26 頁）亮起
• 保養提醒指示器 （第 2-39 頁）亮起

• 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在引擎冷卻（第
2-36 頁）時閃爍或亮起且不熄滅

• 機油壓力指示器燈在引擎機油量適當時
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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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狀況
機車在以下狀態時請洽詢鈴木授權的經銷商。

• 引擎不會發動
• 翻覆
• 機車發出異常噪音或漏油
• 引擎性能下降或不良
• 剎車油減少，或需要更換剎車油或剎車墊
• 剎車性能不良
• 冷卻液減少，或需要更換冷卻液
• 您無法確定保險絲是否已燒斷
• 輪胎過度磨損或需要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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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儲放步驟和清潔

儲放步驟

說明
當您打算長期不騎乘機車時，存放前進行保
養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請執行如下所示的
保養。

註：建議您委託鈴木授權經銷商執行保養工作。

機車
在堅實、平坦、機車不會傾倒的地面上用側腳
架撐起機車。對於有中央腳架的機車，停放時
請使用中央腳架。 
存放前請清洗本機車，待乾燥後用車罩覆蓋。

註：在引擎和排氣管冷卻後蓋上車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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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
1. 用混有汽油穩定劑的燃油加滿油箱。依穩

定劑製造商的建議混合。
2. 讓引擎運轉幾分鐘，直到燃油噴射系統內

充滿加入穩定劑的汽油。

引擎
1. 將引擎機油完全排光，並以新機油填充曲

軸箱，直到油位高度達到加油孔。
2. 用油布覆蓋空氣濾清器的進口和排氣管

的出口，以防濕氣進入。

註：關於引擎內部保護方法，請諮詢鈴木授權
經銷商。

電瓶
1. 請參照「電瓶」一節將電瓶自機車拆除。
2. 以中性肥皂清潔電瓶外部，並除去端子和

導線束上的腐蝕處。
3. 將電瓶存放於溫度高於冰點的房間內。

註：電瓶會失去電力和自行緩慢放電，因此請
將電瓶從機車上取出，充滿電，然後存放在房
間中通風良好的陰暗位置。將電瓶存放在機
車中時，請斷開 (-) 端子的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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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胎
輪胎壓力建議的壓力，然後升高使前後輪離
開地面。

註：如需有關如何將前後車輪抬離地面的資
訊，請洽詢鈴木授權的經銷商。

機車外表
• 在聚乙烯和橡膠部件上噴灑橡膠防腐劑。
• 在未上漆的表面噴灑防鏽劑。
• 在漆面塗上車蠟。

儲放期間的保養
每個月為電瓶充電。請參照 「電瓶」一節的
指示。如果您無法為電瓶充電，請洽詢您的鈴
木授權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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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使用步驟

如何保養
1. 全車清潔。
2. 拆除覆蓋在空氣濾清器進口和排氣管出

口的油布。
3. 將引擎機油完全排光。安裝新的機油濾清

器，並依本手冊的說明填入新機油。
4. 請參照 「電瓶」一節重新安裝電瓶。
5. 讓機車充分潤滑。
6. 按照本手冊的說明，實施「騎乘前的檢

查」。
7. 按照本手冊說明，啟動機車。

防腐蝕保護

關於腐蝕的重要資訊
進行保養以防止機車生鏽並延長其使用壽
命。 

以下情況會造成腐蝕。 
• 海風、非柏油路、道路用鹽、濕氣、化學

物質堆積。 
• 小事故造成的金屬部位或漆面損壞，或沙

子或石頭或其他殘礫造成的堵塞。



5-6

如何協助防止腐蝕
• 請經常清洗機車，至少每月一次。盡可能

保持機車清潔與乾燥。
• 清除黏附的外來異物。鋪路鹽、化學物

質、瀝青或焦油、樹汁、鳥糞、工業排放
物等外來異物都會損害機車的拋光表面。
因此要盡快清除這些異物。若這些異物難
以用清水洗淨，可能需要使用一點清潔
劑。使用特殊清潔劑時，請遵照製造商的
指示。

• 儘快修復拋光表面的損傷。仔細檢查機車
漆面的損傷。如果發現噴漆面有破損或劃
痕，應立即補漆以免腐蝕。如果破損或劃
痕達到了金屬層，請交由鈴木授權經銷商
修理。

• 將機車停放於乾燥通風的地方。若您經常
在車庫裡清洗機車，或經常將潮濕的機車
停放在車庫內，您的車庫可能會很潮濕。
具有濕度的環境會引起或加重腐蝕。在通
風不良的情況下，即使在有加熱裝置的車
庫裡，潮濕的機車也可能會生鏽。

• 請使用機車外罩。曝露在正午的陽光下會
使機車的油漆，塑膠零件和儀錶面褪色。
以高品質、透氣的機車外罩罩住機車可防
止陽光中有害的紫外線損害機車的拋光
表面，也可減少接觸到機車表面的灰塵和
空氣污染物。鈴木授權經銷商可幫您選擇
一款合適的機車外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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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存放前將機車整車上蠟。這樣可以防止生

鏽。
• 在鋪鹽路面或海濱行駛後，應立即用冷水

洗車。請務必使用冷水洗車，因溫水會加
速腐蝕。

機車清潔

清洗機車
洗車有助於延長機車使用壽命並將其保持在
嶄新的狀態。上蠟也可以讓您有機會發現異
常處並防止故障。在機車冷卻時清洗機車。 
1. 用冷自來水清洗機車上的灰塵和泥土。您

可使用軟海綿或刷子。請勿使用會刮傷油
漆的硬材料。 

2. 用海綿或軟布沾中性清洗劑或洗車皂清
洗整輛機車。海綿或軟布應時常浸入肥皂
溶液中。 

3. 灰塵完全清除掉後，請用自來水沖洗掉清
洗劑。 

4. 沖洗完畢後，請以濕羊皮或布將機車擦
乾，並使其在陰涼處乾燥。 

5. 仔細檢查漆面是否受損。若有任何損傷，
請按下列步驟以「修補塗料」「修補」受
損處： 
a.清潔所有受損處，等待其乾燥。 
b.攪拌修補用塗料，並用小刷子輕輕地
「塗抹」在受損處。 

c.等待塗料完全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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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在洗車後或在雨中行駛後，大燈的燈罩可
能會起霧。大燈霧氣會在開啟大燈後逐漸消
除。若要除去大燈燈罩的水霧，請讓引擎保持
運轉以免電瓶耗盡電力。

註：請避免對下述部位噴水或使水流入該部位：
•  點火開關
• 火星塞
• 油箱蓋
• 燃油噴射系統
• 剎車主油缸
• 離合器主汽缸

提示
若排氣管、空氣濾清器或電氣零件在清潔時
進水，可能導致機車無法發動或生鏽。

清潔時，小心不要讓上述零件進水。

提示
用高壓水沖散熱器可能導致冷卻鰭片損壞。

請小心清洗散熱器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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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圈
鋁圈無法防鹽的髒污。要讓鋁圈保持在嶄新
狀態，請定期清潔（約一週一次）。 

1. 用吸有中性清潔劑的海綿洗掉任何髒污。 
2. 用足夠的水清洗，然後用乾布擦拭乾淨。

註：鋁圈容易刮傷，因此不要用拋光粉、硬刷
或鋼刷打磨或刷拭。

提示
投幣式洗車房的那種高壓沖洗器的壓力過
高，會損傷機車零件。這可能會造成生鏽、
腐蝕並加速磨損。零件清洗機也可能會損傷
機車零件。

切勿使用高壓沖洗器清洗機車。切勿用零件
清洗機清洗油門本體和燃油噴射感應器。

提示
若用鹼性或強酸清洗劑、汽油、剎車油或其
他溶液清洗機車都會損傷機車零件。

僅可使用軟布及加入中性清洗劑的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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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零件
大燈燈罩和速度錶顯示幕、擋風玻璃和整流
罩是容易損壞的塑膠零件。清潔此類零件時，
請在使用中性清潔劑或肥皂水清潔後用軟布
擦拭。

 警告
將物品放置在整流罩後方空間會干擾轉向，
使機車失控。

整流罩後方空間請勿置物。

提示
異物可能刮傷或損壞大燈燈罩、速度錶顯示
幕和擋風玻璃等塑膠零件。

不可讓以下的物質接觸到上述塑膠零件：
• 粗蠟
• 油膜去除劑或防撥水劑等化學耗材
• 酸性或鹼性清潔劑
• 剎車油、汽油或有機溶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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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氣管
不鏽鋼排氣管易產生機油和其他髒污造成的
燒灼印記。 
• 使用廚房清潔劑清潔不鏽鋼，用布或海綿擦

拭髒污，充份用水沖洗，然後用乾布擦乾。 
• 有燒灼印記時，用修復蠟擦拭，然後再擦

掉髒污。

註：排氣熱量會導致排氣管變色，但不會造成
功能問題。

為機車上蠟
洗車後，建議進行上蠟和拋光，以進一步保護
及美化塗層。
• 僅限使用良好品質的蠟和抛光劑。
• 使用車蠟和拋光劑時，應遵守製造廠商規

定的注意事項。

柔光處理塗層的特殊處理
請勿在經柔光處理的表面上使用拋光化合物
或內含拋光化合物的車蠟。這樣做會改變經
霧面處理的外觀。

在經柔光處理的表面上，可能很難除去硬蠟。

騎乘時的摩擦，對經柔光處理的表面過度摩
擦或拋光會改變其外觀。

提示
引擎運轉時和停止後，排氣管和引擎會變
燙。此時碰觸到可能會燙傷。 

未冷卻前不可碰觸排氣管或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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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後的檢查

說明
晾乾機車後，在煞車桿和腳架周圍塗上黃油。
若要協助延長您的機車壽命，請依「潤滑部
位」一節潤滑您的機車。
請依照 「騎乘前的檢查」一節說明的步驟，
檢查上一次騎乘中曾經發生的問題。

 警告
剎車制動器潮濕時剎車性能變差，這時騎
乘機車極其危險。潮濕的剎車制動器所提
供的剎車力可能比乾燥時小。這可能會造
成事故。

洗車後，請於安全地點以低速行駛測試剎
車。如有需要，應多次使用剎車，用摩擦的
方法使剎車制動器的內部儘快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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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須知

觸媒轉化器

說明

本機車排氣管配備觸媒轉化器本觸媒轉化器
旨在減少排氣中的有毒物質排放量。 

 不當調整或錯誤處理可能導致燃燒不完全
（點火失敗），造成觸媒轉佝器的溫度升高到

高限度。請小心，因為這樣可能會損壞觸媒
轉化器或其他相關零件。 

即使觸媒轉化器不需要任何特殊檢查或保
養，仍要執行指定的引擎檢查和保養。

提示

機車操作不當會損壞觸媒轉化器或其他零件。

為避免損壞觸媒轉化器或相關零件，請採取
下述預防措施：
• 機車行進時，不要操作點火開關或引擎停
止開關，或將引擎熄火，除非有緊急情況。

• 請勿嘗試以推動機車或從斜坡向下滑行的
方法啟動引擎。

• 診斷測試期間，請勿在火星塞導線斷開狀
態下發動引擎。

• 不可不必要的或長時間讓引擎怠速。
• 不可用盡油箱中的所有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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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車載電腦資料資訊

說明
本機車配備車載電腦系統，可監測和控制機
車性能的數個方面，包括以下：

• 引擎性態劣化或不良，請由鈴木授權經
銷商檢查您的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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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類型
• 引擎情況，例如引擎速度等。 
• 變速箱情況，例如檔位等。 
• 操作狀態，例如加速器、剎車 （包括

ABS）、檔位等。 
• 與所有種類的電腦系統故障有關的資訊。

註： 
• 記錄的資料因車型而異。 
• 語音資料不會記錄。 
• 在有些情況中，資料是否記錄視使用狀況

而定。

數據的公開 

鈴木汽車和與鈴木汽車簽約的協力廠商，可
能取得並使用車載電腦記錄的資料診斷車子
故障、研究、開發和改善品質。 

鈴木汽車和與鈴木汽車簽約的協力廠商，將
不公開或提供取得的資訊給非以下情況的協
力廠商。 
• 機車的使用者已同意時。 
• 依法律、法院禁制令或其他法律效力取得

或獲允許這樣做。 
• 提供經過處理的資料，因此供研究機構等

單位運用在統計等用途時，無法識別使用
者和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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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位置

說明
記錄程序中下一頁使用的車身和引擎序號，
例如製作車子登錄文件。訂購零件時，需要這
些數字協助您的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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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身編號：

車身編號 1 沖印在如圖所示的轉向桿上。

記錄此處的車身編號供將來參考。

引擎序號

引擎號碼 2 沖印在曲軸箱總成上。

記錄此處的序號供將來參考。

鑰匙號碼

本機車附兩把鑰匙和沖印在牌照上的英數鑰
匙編號。

註： 
• 除了標準鑰匙功能外，本機器的鑰匙還有

晶片鎖功能。
• 損壞或遺失這些鑰匙將會讓您花費大筆

費用，因此請小心處理。
• 請小心存放備用鑰匙。

車身編號：

引擎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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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氣排放控制系統
(a)曲軸箱排氣控制系統 (PCV)

曲軸箱中的旁吹燃氣會透過空氣過濾器被
吸回引擎進氣室並再次燃燒。

(b)蒸氣排放控制系統 (EEC)
引擎進氣室中的汽油蒸氣會先暫時存在活
性碳罐再送到汽缸，以減少汽油蒸氣的發
生。 

(c)排氣系統（包括二次進氣系統）
燃油會從引擎室噴射，經過點火系統之後，
燃燒產生的排氣就會送到排氣系統，並由
內部觸媒轉化器減少排氣。

車輛排氣規範資訊貼紙



規格

外形尺寸和空車重量
全長 ................................................2265 mm
全寬 ................................................ 870 mm ...V-STROM 1050

 940 mm ...V-STROM 1050XT
全高 ................................................1470 - 1515 mm ...V-STROM 1050

1465 - 1510 mm ...V-STROM 1050XT
輪距 ................................................1555 mm
地面間隙 ............................................ 165 mm ...V-STROM 1050

 160 mm ...V-STROM 1050XT
空車重 .............................................. 236 kg ...V-STROM 1050

 247 kg ...V-STROM 1050XT

引擎
類型 ................................................四衝程、水冷式
氣缸數 ..............................................2
內徑 ................................................100.0 mm
衝程 ................................................ 66.0 mm
排氣量 ..............................................1037 cm3

壓縮比 ..............................................11.5：1
燃油系統 ............................................燃油噴射
空氣濾清器 ..........................................紙質濾芯
啟動器系統 ..........................................電動啟動
潤滑系統 ............................................濕油底殼



傳動機構
離合器 ..............................................濕式多片式
變速箱 ..............................................6 檔變速
換檔方式 ............................................1 降檔，5 升檔
主要減速比 ..........................................1.838 (57/31)
齒輪比、 低速檔 .....................................3.000 (36/12)

2 檔........................................1.933 (29/15)
3 檔........................................1.500 (27/18)
4 檔........................................1.227 (27/22)
5 檔........................................1.086 (25/23)

高檔 .....................................1.000 (24/24)
終減速比 ..........................................2.411 (41/17)

傳送鏈 ..............................................RK525SMOZ8，116 目

車身
前懸吊 ..............................................伸縮、線圈彈簧、油阻尼
後懸吊 ..............................................搖臂式、線圈彈簧、油阻尼
前叉行程 ............................................160 mm
後輪行程 ............................................160 mm
轉向角度 ............................................36° （左右）
主銷縱傾角 ..........................................25° 30’
軌跡 ................................................110 mm ... V-STROM 1050

109 mm ... V-STROM 1050XT
轉彎半徑 ............................................3.0 m
前剎車 ..............................................雙碟剎
後剎車 ..............................................單圓盤
前輪胎尺寸 ..........................................110/80R19M/C 59V
後輪胎尺寸 ..........................................150/70R17M/C 69V



電氣裝備
點火方式 ............................................電子點火 （電晶體式）
火星塞 ..............................................NGK LMAR8BI-9
電瓶 ................................................12 V 40.3 kC (11.2 Ah)/10 HR
發電機 ..............................................三相交流發電機
主保險絲 ............................................30 A
保險絲 ..............................................3/10/10/10/10/10/15/15 A
ABS 保險絲 ..........................................15/25 A
大燈 ................................................LED
位置燈 ..............................................LED
前方向燈 ............................................12 V, 21 W × 2 .....V-STROM 1050

LED .................V-STROM 1050XT
後方向燈 ............................................12 V, 21 W × 2 .....V-STROM 1050

LED .................V-STROM 1050XT
牌照燈 ..............................................12 V 5 W
剎車燈 / 尾燈 ........................................LED
儀錶板燈 ............................................LED
空檔指示燈 ..........................................LED
遠光指示燈 ..........................................LED
轉向訊號指示燈 ......................................LED
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 機油壓力指示器燈 
/ 電瓶電壓警告指示燈 ................................LED
故障指示燈 ..........................................LED
循跡控制指示燈 ......................................LED
凍結指示燈 ..........................................LED
引擎轉速指示燈 ......................................LED
ABS 指示燈 ..........................................LED
晶片鎖指示燈 （如有配備）............................LED
主要警告指示燈 ......................................LED



容量
油箱 ................................................20.0 L
引擎機油，更換機油..................................2700 ml

更換過濾器................................3000 ml
維修......................................3500 ml

冷卻液 ..............................................213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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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模式 ...........................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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剎車 ............................... 3-50
剎車墊 ............................. 3-53
剎車桿 ............................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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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熱 ................................ 4-3

h
紅區 ............................... 2-35
後剎車燈開關 ....................... 3-56
後剎車踏板 ........................ 2-107
後輪 ............................... 3-71
後懸吊 ............................ 2-120
後座墊 ............................ 2-109
火星塞 ............................. 3-23

j
機車車載電腦資料資訊................. 6-3
機車外表............................. 5-4
機油壓力指示器...................... 2-31
加油................................ 2-99
腳架............................... 2-114
腳踏換檔桿.......................... 3-57
晶片鎖.............................. 2-87

k
可騎距離錶.......................... 2-46
空檔指示燈.......................... 2-27
空氣濾清器.......................... 3-23
空氣濾清器濾芯...................... 3-25



l
LCD ................................ 2-18
喇叭開關 ........................... 2-91
離合器 ............................. 3-48
離合器桿 .......................... 2-107
里程錶 ............................. 2-46
鈴木駕駛模式選擇器 (SDMS) .......... 2-66
鈴木輕鬆啟動系統 ................... 2-96
旅程錶 ............................. 2-47
輪圈 ................................ 5-9
輪胎 ........................... 3-58,5-4

m
MODE 開關 .......................... 2-91

p
排檔 .............................. 2-102
排檔桿 ............................ 2-103
排氣管 ............................. 5-11
平均燃油消耗錶 ..................... 2-48

q
前輪................................ 3-66
前懸吊............................. 2-116
前座墊............................. 2-108

r
RPM SET ............................. 2-52
燃油............................1-24,5-3
燃油軟管............................ 3-43
燃油油位指示燈...................... 2-38
燃油油位指示器...................... 2-38
潤滑................................ 3-16

s
SERVICE ............................. 2-60
散熱器軟管.......................... 3-42
時鐘................................ 2-43
輸出端子........................... 2-124
瞬間燃油消耗表...................... 2-45
速度錶.............................. 2-35
塑膠零件............................ 5-10



u
UNIT ............................... 2-58
USB 插座 .......................... 2-126

w
危險警告開關 ....................... 2-93
溫度計 ............................. 2-43
文件固定座 ........................ 2-114

x
斜坡起步............................ 2-79
斜坡起步指示燈...................... 2-40
序號位置............................. 6-5
懸吊調整........................... 2-116
巡航控制............................ 2-73
巡航控制開關........................ 2-75
巡航控制指示燈.................2-29,2-39
循跡剎車系統........................ 1-20
循跡控制系統........................ 2-68
循跡控制系統指示器.................. 2-39
循跡控制指示燈...................... 2-26



y
鑰匙號碼 ............................ 6-6
儀錶板 ............................. 2-24
儀錶板燈亮度 ....................... 2-49
引擎 ................................ 5-3
引擎怠速 ........................... 3-43
引擎號碼 ............................ 6-6
引擎機油 ........................... 3-28
引擎機油濾清器 ..................... 3-33
引擎機油排放塞 ..................... 3-33
引擎機油注油蓋 ..................... 3-32
引擎冷卻液 ......................... 3-38
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 2-36
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燈 / 
機油壓力指示器燈 / 
電瓶電壓警告指示燈 ................. 2-30

z
引擎停止開關........................ 2-92
引擎轉速指示器...................... 2-72
油箱................................ 3-11
油箱蓋.............................. 2-99
遠光指示燈.......................... 2-30
載重相關控制系統.................... 1-21
診斷連接器.......................... 3-88
診斷顯示............................ 2-44
中央腳架........................... 2-115
主要警告指示燈...................... 2-29
主要裝置的位置....................... 2-2
轉速計.............................. 2-35
轉向訊號指示燈...................... 2-25
座墊鎖............................. 2-108
「選擇」開關 ...................2-20,2-22

能源効率標示貼紙

總頁數 : 300























Top

3rd cover2nd cover

12 mmDL1050RC/RQ (99011-06L50-38H)

Black4/1



Top

1st cover4th cover

Top

1st cover4th cover

Top

1st cover4th cover

Top

1st cover4th cover

Pantone 303C (CMYK: 100, 0, 0, 85)
Pantone 485 (CMYK: 0, 100, 100, 0 )
Pantone 294 (CMYK: 100, 70, 0, 0)
Black

4/14/14/14/112 mmDL1050RC/RQ (99011-06L50-38H) 12 mmDL1050RC/RQ (99011-06L50-38H) 12 mmDL1050RC/RQ (99011-06L50-38H) 12 mmDL1050RC/RQ (99011-06L50-38H)

99011-06L50-38H
D

L1050R
C

/R
Q

Printed in Japan

M0
Copyright © SUZUKI MOTOR CORPORATION 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Part No. 99011-06L50-38H   April, 2020   CH

9 9 0 1 1 - 0 6 L 5 0 - 3 8 H

TK L

[DL1050RC/RQ]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ARA <FEFF06270633062A062E062F0645002006470630064700200627064406250639062F0627062F0627062A0020064406250646063406270621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645062A064806270641064206290020064406440637062806270639062900200641064A00200627064406450637062706280639002006300627062A0020062F0631062C0627062A002006270644062C0648062F0629002006270644063906270644064A0629061B0020064A06450643064600200641062A062D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5000440046002006270644064506460634062306290020062806270633062A062E062F0627064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648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625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
    /BGR <FEFF04180437043f043e043b04370432043004390442043500200442043504370438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c00200437043000200434043000200441044a043704340430043204300442043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3d043e0020043f044004380433043e04340435043d0438002004370430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020043f04350447043004420020043704300020043f044004350434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00020043f043e04340433043e0442043e0432043a0430002e002000200421044a04370434043004340435043d04380442043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43c043e0433043004420020043404300020044104350020043e0442043204300440044f04420020044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41043b043504340432043004490438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8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FEFF00540061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ed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6a007400650020006b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1590065006e00ed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1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5007200e90020007300650020006e0065006a006c00e90070006500200068006f006400ed002000700072006f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ed0020007400690073006b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159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650076015900ed0074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5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1b006a016100ed00630068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5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7000720065002d0065006400690074006f007200690061006c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ETI <FEFF004b00610073007500740061006700650020006e0065006900640020007300e400740074006500690064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6500740073006500200074007200fc006b006900650065006c007300650020007000720069006e00740069006d0069007300650020006a0061006f006b007300200073006f00620069006c0069006b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6400650020006c006f006f006d006900730065006b0073002e00200020004c006f006f00640075006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730061006100740065002000610076006100640061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d0069006400650067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e0069006e0067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5006d00610074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f006e00690064006500670061002e000d000a>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GRE <FEFF03a703c103b703c303b903bc03bf03c003bf03b903ae03c303c403b5002003b103c503c403ad03c2002003c403b903c2002003c103c503b803bc03af03c303b503b903c2002003b303b903b1002003bd03b1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c403b5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3c003bf03c5002003b503af03bd03b103b9002003ba03b103c42019002003b503be03bf03c703ae03bd002003ba03b103c403ac03bb03bb03b703bb03b1002003b303b903b1002003c003c103bf002d03b503ba03c403c503c003c903c403b903ba03ad03c2002003b503c103b303b103c303af03b503c2002003c503c803b703bb03ae03c2002003c003bf03b903cc03c403b703c403b103c2002e0020002003a403b10020005000440046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3c003bf03c5002003ad03c703b503c403b5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b9002003bc03c003bf03c103bf03cd03bd002003bd03b1002003b103bd03bf03b903c703c403bf03cd03bd002003bc03b5002003c403b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3c403b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3ba03b103b9002003bc03b503c403b103b303b503bd03ad03c303c403b503c103b503c2002003b503ba03b403cc03c303b503b903c2002e>
    /HEB <FEFF05D405E905EA05DE05E905D5002005D105D405D205D305E805D505EA002005D005DC05D4002005DB05D305D9002005DC05D905E605D505E8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5D405DE05D505EA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5D405D305E405E105EA002005E705D305DD002D05D305E405D505E1002005D005D905DB05D505EA05D905EA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02D005000440046002F0058002D0033002C002005E205D905D905E005D5002005D105DE05D305E805D905DA002005DC05DE05E905EA05DE05E9002005E905DC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FEFF004b0069007600e1006c00f30020006d0069006e0151007300e9006701710020006e0079006f006d00640061006900200065006c0151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1510020006e0079006f006d00740061007400e100730068006f007a0020006c006500670069006e006b00e1006200620020006d0065006700660065006c0065006c015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61007400200065007a0065006b006b0065006c0020006100200062006500e1006c006c00ed007400e10073006f006b006b0061006c0020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06800650074002e0020002000410020006c00e90074007200650068006f007a006f0074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200061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e9007300200061007a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7600610067007900200061007a002000610074007400f3006c0020006b00e9007301510062006200690020007600650072007a006900f3006b006b0061006c0020006e00790069007400680061007400f3006b0020006d00650067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6100200075006e0061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FEFF004e006100750064006f006b0069007400650020016100690075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6d006500740072007500730020006e006f0072011700640061006d00690020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750072006900650020006c0061006200690061007500730069006100690020007000720069007400610069006b007900740069002000610075006b01610074006f00730020006b006f006b007900620117007300200070006100720065006e006700740069006e00690061006d00200073007000610075007300640069006e0069006d00750069002e0020002000530075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10069002000670061006c006900200062016b007400690020006100740069006400610072006f006d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72002000760117006c00650073006e0117006d00690073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06f006d00690073002e>
    /LVI <FEFF0049007a006d0061006e007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161006f00730020006900650073007400610074012b006a0075006d00750073002c0020006c0061006900200076006500690064006f0074007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100730020006900720020012b00700061016100690020007000690065006d01130072006f0074006900200061007500670073007400610073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1010074006500730020007000690072006d007300690065007300700069006501610061006e006100730020006400720075006b00610069002e00200049007a007600650069006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f0020007600610072002000610074007601130072007400200061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6b0101002000610072012b00200074006f0020006a00610075006e0101006b0101006d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101006d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6600f80072007400720079006b006b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OL <FEFF005500730074006100770069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2000740077006f0072007a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f30077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72007a0065007a006e00610063007a006f006e00790063006800200064006f002000770079006400720075006b00f30077002000770020007700790073006f006b00690065006a0020006a0061006b006f015b00630069002e00200020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f017c006e00610020006f007400770069006500720061010700200077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9006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20006e006f00770073007a0079006d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0007200e9002d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RUM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10163006900200061006300650073007400650020007300650074010300720069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10064006500630076006100740065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740069007001030072006900720065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74006100740065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103002e00200020004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c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500200070006f007400200066006900200064006500730063006800690073006500200063007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15f006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75006e0069006c006500200075006c0074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065002e>
    /RUS <FEFF04180441043f043e043b044c043704430439044204350020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3e043704340430043d0438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e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4c043d043e0020043f043e04340445043e0434044f044904380445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4b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43d043e0433043e00200434043e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e0433043e00200432044b0432043e04340430002e002000200421043e0437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05000440046002d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4b0020043c043e0436043d043e0020043e0442043a0440044b043204300442044c002004410020043f043e043c043e0449044c044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31043e043b043504350020043f043e04370434043d04380445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9002e>
    /SKY <FEFF005400690065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690061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7400650020006e0061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0720061006e0069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f007200e90020007300610020006e0061006a006c0065007001610069006500200068006f0064006900610020006e0061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fa00200074006c0061010d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072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76006f007200690165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f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6100ed00630068002e>
    /SLV <FEFF00540065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9007400760065002000750070006f0072006100620069007400650020007a00610020007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1006e006a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6900200073006f0020006e0061006a007000720069006d00650072006e0065006a016100690020007a00610020006b0061006b006f0076006f00730074006e006f0020007400690073006b0061006e006a00650020007300200070007200690070007200610076006f0020006e00610020007400690073006b002e00200020005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5006e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a00650020006d006f0067006f010d00650020006f0064007000720065007400690020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6e0020006e006f00760065006a01610069006d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760061006100740069007600610061006e0020007000610069006e006100740075006b00730065006e002000760061006c006d0069007300740065006c00750074007900f6006800f6006e00200073006f0070006900760069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TUR <FEFF005900fc006b00730065006b0020006b0061006c006900740065006c0069002000f6006e002000790061007a006401310072006d00610020006200610073006b013100730131006e006100200065006e0020006900790069002000750079006100620069006c006500630065006b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6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6d0061006b0020006900e70069006e00200062007500200061007900610072006c0061007201310020006b0075006c006c0061006e0131006e002e00200020004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75006c0061006e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6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6006500200073006f006e0072006100730131006e00640061006b00690020007300fc007200fc006d006c00650072006c00650020006100e70131006c006100620069006c00690072002e>
    /UKR <FEFF04120438043a043e0440043804410442043e043204430439044204350020044604560020043f043004400430043c043504420440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3d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56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4f043a04560020043d04300439043a04400430044904350020043f045604340445043e0434044f0442044c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4f043a04560441043d043e0433043e0020043f0435044004350434043404400443043a043e0432043e0433043e0020043404400443043a0443002e00200020042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5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050004400460020043c043e0436043d04300020043204560434043a04400438044204380020044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42043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00431043e0020043f04560437043d04560448043e04570020043204350440044104560457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