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deMO 轉接器

車主手冊



通信法規

收音機與電視干擾

本手冊中所述的設備可能會產生並放出射頻能量。 如未能正確地安裝或使用，依據 Tesla 指示，可能干擾收音機與電
視的接收。

合規

CHAdeMO 轉接器遵守下列歐盟指令： 低電壓指令 (LVD) 2006/95/EC 與電磁兼容性 (EMC) 指令 2004/108/EC。

錯誤或遺漏

如要傳達本手冊中的任何錯誤或遺漏，請發送電郵至：ownersmanualfeedback@teslamotors.com 。



警告

• 使用 CHAdeMO 轉接器之前，請通讀本文件。 不遵循本文件提及之任何指示或警告可能導致火災、電擊、嚴重人身
傷害或死亡。

• CHAdeMO 轉接器僅供 Tesla 車輛（不包括 Tesla Roadster）充電。請勿將其用於其他目的或其他任何車輛或物
件。 CHAdeMO 轉接器僅供充電期間無需通風之車輛使用。

• 若 CHAdeMO 轉接器存在缺陷、出現裂痕、磨損、破裂或受到損壞或不能運作，請勿使用。

• 請勿試圖打開、拆解、維修、擺弄或改裝 CHAdeMO 轉接器。 車主不可自行維修轉接器。 如需維修，請聯絡 Tesla。

• 為車輛充電時，請勿斷開 CHAdeMO 轉接器。 

• 請勿在以下任一情況下使用 CHAdeMO 轉接器：您本人、車輛、充電站或 CHAdeMO 轉接器暴露在大雨、雪、雷
暴或其他惡劣天氣時。

• 使用或運輸 CHAdeMO 轉接器時，請務必小心謹慎，不要使其承受強作用力或衝擊力或拉動、扭曲、纏結、拖拽或
踩踏 CHAdeMO 轉接器，以防止其自身或元件受損。

• 始終保護 CHAdeMO 轉接器，免受濕氣、水分和異物侵襲。 如果 CHAdeMO 轉接器存在或看起來已受到損壞或侵
蝕，請勿使用。

• 請勿用鋒利的金屬物件（例如電線、工具或針）接觸 CHAdeMO 轉接器的末端。

保存此類重要的安全指示。 使用 CHAdeMO 轉接器時必須遵守本文件所包含的重要指示與警告。



警告（續）

• 如果在充電時下雨，請勿讓雨水沿纜線流下並浸濕 CHAdeMO 轉接器或車輛的充電口。

• 如果 CHAdeMO 充電站的充電纜線淹沒在水中或被雪覆蓋，請勿插上 CHAdeMO 轉接器的插頭。 在此情況下，如
果 CHAdeMO 轉接器的插頭已插上並需要拔下，請先停止充電，然後拔下 CHAdeMO 轉接器的插頭。

• 請勿用鋒利的物件損壞 CHAdeMO 轉接器。

• 請勿將異物插入 CHAdeMO 轉接器的任何部分。

• 確保 CHAdeMO 充電站的充電纜線及 CHAdeMO 轉接器不會妨礙行人、其他車輛或物體。 

• 使用 CHAdeMO 轉接器可能會影響或損壞醫療或植入式電子裝置的運作，例如植入式心臟起搏器或植入式心電複律
去纖顫器。 使用 CHAdeMO 轉接器前，請就充電對此類電子裝置的影響向電子裝置製造商進行諮詢。 

• 請勿用清潔劑清潔 CHAdeMO 轉接器。

• 若對 CHAdeMO 轉接器有任何疑問或問題，請聯絡 Te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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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充電時間會根據充電站提供的電力和電流而
電時間還取決於環境溫度和車輛的電池溫度。如
電的最佳溫度範圍內，車輛將在充電開始前加熱

 車輛充電所用時間的最新資訊，請前往 
otors.com 。
CHADEMO 轉接器車主手冊

規格

僅用於將 CHAdeMO 充電站上的充電纜線連接到已啟用直流
充電功能的 Tesla 車輛。充電口的位置根據您的車輛型號而
有所不同。請參考 Tesla 車輛的車主文件，以了解充電口位
置及更詳細的充電指示。

小心：請勿在上述範圍之外的溫度下使用或儲存 
CHAdeMO 轉接器。

充電時間

受不同條件限
有所差異。充
果電池不在充
或冷卻電池。

有關為 Tesla
www.teslam電流 * 125ADC MAX CONT

電壓 100-450VDC

外殼防護等級 IP55

工作溫度 -22°F 到 122°F
-30°C 到 +50°C

存放溫度 -40°F 到 +185°F
-40°C 到 +85°C

* 在極端溫度下運作時，可能無法獲得全電流。



插上電源

轉接器插入您的 Tesla 車輛，等待車輛接

定到位的閂鎖。

O 充電站的指示啟動充電作業。

以相反的順序完成。

站的作業將根據充電站的製造商而有所不

料，請參考 CHAdeMO 充電站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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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每次使用之前，始終檢查 CHAdeMO 轉接器有否損壞。

1 只要您的鑰匙在附近，就可以使用觸控式螢幕打開 Tesla 
車輛上的充電口。

2 將 CHAdeMO 轉接器與充電站的充電纜線連成一線並推

動直至卡入到位，藉此將轉接器與纜線末端連接。

附註：轉接器有 「鑰匙式」插槽，可與充電纜線上對應
的鎖片連成一線。

3 將 CHAdeMO 
觸到將轉接器固

4 按照 CHAdeM

附註：

• 步驟 2 和 3 可以

• CHAdeMO 充電

同。如需詳細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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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MO 轉接器無法為 Tesla 車輛充電，請查看 
顯示屏，以取得有關可能會發生的任何錯誤的資
充電站的狀態。

MO 轉接器設計為可與所有 CHAdeMO 充電站
可能會與某些充電站不相容。

是 Tesla 始終追求的目標，並且需要確保無論
都與盡可能多的 CHAdeMO 充電站相容，因此 
時修改產品之權利。因此，您的 CHAdeMO 轉
需要進行韌體更新。韌體更新由 Tesla 服務中

您所在地區的聯絡資訊，請登入您的 MY 
，網址為 www.teslamotors.com 。

電問題時，請提供品牌、車型和 CHAdeMO 充
CHADEMO 轉接器車主手冊

拔下電源插頭

充電完成後：

1 按住 CHAdeMO 轉接器上的按鈕，等待車輛閂鎖縮回，

然後將轉接器拉出充電口。

小心：如果您在轉接器仍插在車輛上時從 
CHAdeMO 轉接器拔下充電站纜線，請確保轉接

器不會掉落在車輛上而造成損壞。

2 將充電口蓋合上。

3 從充電站拔下 CHAdeMO 轉接器，然後存放在合適位置。

狀態指示燈

在正常情況下，當 CHAdeMO 轉接器從充電站接收電力時，
綠色 LED 燈會亮起。在充電期間，LED 會閃爍綠色。
 

解決故障

如果使用 CH
Tesla 車輛的
訊。始終檢查

雖然 CHAde
配合使用，仍

由於不斷改進
現在還是將來
Tesla 保留隨
接器可能偶爾
心執行。

問題？

如需 Tesla 在
TESLA 帳號

附註：報告充
電站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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