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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编号 2884089, 2884143-XXXX，2884462-XXX

油箱盖板套件

https://www.indianmotorcycle.de/
https://www.indianmotorcycle.com/en-us/
https://www.indianmotorcycle.fr/
https://www.indianmotorcycle.mx/
https://www.indianmotorcycle.es/
https://www.indianmoto.it/
http://www.indianmotorcycl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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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请访问www.indianmotorcycle.com确认附件的适配情况。

安装前
请阅读所有说明并检查所有零部件和工具以确保其符合要求。请保管好安装说明以备将来的参考和零部件
订购所需。

套件内容

序号 数量 零部件描述 可单独提供的零部
件编号

1 2 油箱徽标 –手写体 5259342
2 1 空气滤清器盖 –左侧 不适用
3 1 空气滤清器盖 –右侧 不适用
4 2 油箱缓冲垫 –泡沫（未显示） 5814739

5 4 Dual Lock双面胶 – 15毫米x20毫米（未显示） 5814735

1 说明书 9929450

需要的工具
•护目镜
•六角扳手套组、公制
•六角扳手套组、球端，公制
•螺丝刀套组，Torx®

•套筒套组、六角套筒头、公制
•套筒套组，Torx®套筒头
•扭矩扳手

www.indianmotorcyc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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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耗材
•清洁液（99%水+1%温和洗涤剂）
•异丙醇（IPA）

•遮盖胶带

重要事项
您的附件套装专为您的车辆量身设计。请在开始安装前，通读安装说明。车辆清洁无垢的情况下，会更容易进行
安装。为了您的安全，同时为了确保实现满意的安装效果，请您按照所示顺序正确执行所有安装步骤。

安装说明
车辆准备
概述
1. 将钥匙或点火开关转到OFF（关闭）位置并拔下钥
匙。

2. 安装前，请确保将摩托车停放在平整地面上，完全
支起停车支架并保持车辆平稳。

拆卸座椅
1. 拆下两枚扶手紧固件A并保留，以便从摩托车车架
两侧拆下乘员扶手。

2. 从摩托车车架两侧，各拆下一枚扶手紧固件B并保
留。

3. 向后上方滑动座椅，确保座椅从底座中滑出，从而
将其从摩托车上拆下。

拆卸油箱盖板
1. 从油箱边框上拆下四枚边框紧固件A和四个压缩限
制器B并保留它们。将油箱边框放置到一个柔软表
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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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上倾斜中控台以便将其从油箱盖板上拆下。

注意
中控台的后端从油箱盖板底部的支架中滑出。

3. 从油箱盖板后端拆下两个油箱盖紧固件C并保留。

4. 向外拉动每个油箱盖板底部以便使两个标记位置处
的塑料铆钉分开。

5. 径直向上拉动每个油箱盖，以便松开对准蝶片。

附件安装
粘粘贴贴IINNDDIIAANN®®徽徽标标（（如如适适用用））

注意
仅在油箱正确喷漆且油漆已固化之后，方可粘贴
Indian®徽标。如果在未喷漆表面进行粘贴，则徽标

将无法正确附着。
为了在油箱盖板上正确对齐Indian®徽标，务必彻底
做好粘贴面的准备工作。在对齐徽标时，使用遮盖胶

带进行辅助。

1. 使用遮盖胶带遮住油箱下部的曲面部分。另外使用
一段遮盖胶带平行粘于油箱曲面来标记粘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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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装装油油箱箱盖盖板板
1. 使用异丙醇清洁粘贴表面上的任何污物或碎屑。将
泡沫缓冲垫r置于油箱盖板内侧前，请等待表面完
全干燥。从泡沫缓冲垫r上揭掉衬垫，然后按照图
示在每个油箱盖板上的粘贴指示范围内各粘贴一
个。

警告
异丙醇对您的健康有害。有关正确的操作说明，包括
推荐的个人防护设备，如护目镜和耐化学品手套，请

参阅异丙醇包装。

注意
碳纤维油箱盖板（零部件编号2884089）上没有粘贴

指示。根据图示确定大概的粘贴位置。

2. 在车架上找到两个安装位置。
提示

在套环上喷洒肥皂水以减少摩擦力。套环与油箱盖板
铆钉之间的摩擦力可能会造成套环穿过金属支架。

3. 将每个油箱盖板置于对准支架上。确保每个对准蝶
片完全进入对应的油箱盖板孔。

4. 将油箱盖板下部用力推入套环。确保两枚油箱盖板
铆钉牢牢固定住且套环没有穿过支架。

5. 使用两个之前保留的油箱盖板紧固件C固定油箱盖
板后端。

扭矩
油箱盖板紧固件C：

4 牛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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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离钩环紧固件垫t。将匹配垫置于油箱盖板指示
位置（位于对准蝶片下方）。按压15秒，确保该垫
粘贴至油箱盖板。

注意
碳纤维油箱盖板（零部件编号2884089）上没有粘贴

指示。根据图示确定大概的粘贴位置。

7. 将中控台蝶片置于底部支架内，向下翻转进入安装
位置。用力按压垫粘贴位置，确保每个垫均粘贴至
油箱盖板上。

8. 使用之前保留的四个边框紧固件A和之前保留的四
个压缩限制器B重新安装油箱边框。

扭矩
边框紧固件A：

4 牛米

重新组装车辆
安装座椅
1. 找到位于座椅下方的两个卡扣。

2. 本节步骤1中标示的卡扣将滑动到座椅支架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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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滑动座椅，使其卡入座椅支架和前安装架中。

4. 使用之前保留的两枚座椅紧固件B固定住座椅后
部。

扭矩
座椅紧固件（副车架至座椅支架）B：

9.5 牛米

5. 用两个之前保留的扶手紧固件A安装每个乘员扶
手。

扭矩
扶手紧固件A：
26 牛米

反馈表
我们为安装人员创建了一份反馈表，用于反馈有关安装说明的任何意见、问题或顾
虑。您可以扫描二维码在移动设备上查看此反馈表，或者点击此处在个人电脑上进
行查看。

https://form.jotform.com/61263903942153?&number=9929450&revision=R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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