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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安全气囊是结合安全带的第

二道防护措施% 在严重的汽车事故中可以对

车内人员起到重大保护作用&然而%越来越多

的事实证明%这根!救命稻草#并不像人们想

的那么靠谱&更为重要的是%安全气囊一旦不

靠谱%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

!!!!!!

随着国内汽车销量日益增长% 汽车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

等问题越来越受到消费者关注& 为进一步打造周口汽车市

场的诚信消费环境%宣传展示汽车品牌及诚信车商形象%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在!

!

"

"#

#来临之际%本报公开征

集汽车消费维权典型案例及相关投诉% 我们将联合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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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征集汽车消费维权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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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囊!罢工" 前副市长事故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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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回顾$新购
!

个月新车%被撞翻滚安

全气囊无一弹出%车主死亡

据汽车投诉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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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花溪区的王先生的父亲驾驶刚刚购买

$

个月的现代
&'$%()*

!在贵州调研时发生交

通事故!安全气囊无一弹出!王先生的父亲不

幸身亡" 据悉!王先生的父亲生前为贵州大学

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贵州省省管专

家!曾担任贵州安顺市副市长"

事故发生后!王先生一家对车辆进行了查

看!发现车辆在遭受严重侧面撞击并导致翻滚

至头朝下的情况下! 北京现代
&'$%

的
+

个安

全气囊#主驾气囊$副驾气囊$侧气囊两个%无

一弹出!而法医鉴定的直接死因是&交通事故

头部受撞击致颅内出血'

(我有理由相信!北京现代安全气囊未弹

出!没有发挥本身应起到的安全作用!对于这

起家庭悲剧的发生!其车辆具有严重的质量问

题) *王先生说道)

据王先生描述!由于汽车在首次碰撞后发

生翻滚!翻滚中造成二次碰撞!车辆
,

柱及整

个车门严重变形导致挡风玻璃严重扭曲!而由

于主驾位侧安全气囊未弹出!在车辆翻滚过程

中其父亲头部遭到已变形的挡风玻璃直接挤

压!是导致其父亲颅内出血的主要原因)

换句话说! 如果当时安全气囊成功打开!

是否事故结果会不一样呢+

案情跟踪$厂家称撞击力度不够'角度不

对

随后!王先生将问题反映到北京现代公司

售后部门!对方对此事故没有任何表示!且迟

迟不与王先生正面沟通协调! 而是通过
+(

店

反复陈诉安全气囊未弹出是由于撞击力度和

角度不对)

(遇到事故!难道还要故意加大撞击力度+

还可以自由选择撞击的角度吗+ *王先生对厂

家的说法表示不能接受!并要求厂家作技术鉴

定报告)

在反复要求之下! 王先生终于收到
+(

店

售后人员的鉴定报告!但可笑的是!这份(鉴定

报告*居然是由所谓的气囊技术人员通过查看

+(

店提交的几张相片而作出的口头鉴定!并

且所谓的气囊技术专家!王先生表示连人名都

不知道!更别谈见面沟通或是一份书面的正式

鉴定报告)

厂家的冷处理让王先生感到很气愤!无

奈之下只好向汽车投诉网投诉) 据了解!接到

王女士的投诉后!汽车投诉网工作人员立即把

案件转给了厂方!但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典型案例回放

这已经不是汽车投诉网接到的第一起关

于北京现代安全气囊未爆的案例了!之前途胜

就因安全气囊存在隐患在美国被召回!尽管目

前没有证据表明北京现代的途胜等车型的安

全气囊也存在隐患)不过!北京现代车型在车祸

中屡屡出现气囊未打开的现象!还是让部分车

主产生了困惑) 以下是车主在网上发表的关于

北京现代车辆出现事故时安全气囊未爆的投

诉案例)

案例一$ 北京现代悦动发生强烈碰撞%安

全气囊不爆

九江市的周先生于
!-.!

年
/

月
%

日向汽

车投诉网投诉!称他的北京现代悦动在发生事

故之后致使汽车报废!但是安全气囊却丝毫没

有反应)

周先生在事后多次与北京现代和销售商

交涉!但厂家一直否认产品存在问题!给出的

答复一直都是(没有碰着安全气囊触点*!推卸

责任)

案例二$ 北京现代悦动发生重大交通事

故%安全气囊纹丝不动

广州市的秦先生也曾向编辑反映!称他的

北京现代悦动在事故中安全气囊不爆的问

题)

据秦先生介绍!他的北京现代悦动在高速

公路上正面撞击护栏!导致车头撞毁!发动机

移位,车大梁都变了形)然而!在这样严重的事

故中!该车的安全气囊竟然纹丝不动- 秦先生

联系了广州宏特特约销售服务东圃店!其回复

是(撞击角度有问题*!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

人理会)

案例三$伊兰特正面撞击%安全气囊不爆%

两死一伤

!-.!

年
!

月
$

日! 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

的程先生向汽车投诉网反映&当事人驾驶北京

现代伊兰特行驶时因躲避路边行驶的摩托车!

汽车正面撞上道路旁边的绿化树!车辆损毁严

重!但主副安全气囊均未弹出) 由于缺少应有

的保护!致使发生两死一伤的悲剧)

事后! 车主家人多次与北京现代及
+(

店

进行交涉!最终!两位死者共得到
$%

万元的和

解赔偿款! 但是伤者却没有得到一分钱赔偿)

+(

店极力推卸责任! 称与北京现代安全气囊

质量问题无关)

相关链接

北京现代曾多次召回安全气囊

汽车投诉网的工作人员在调查中了解到!

事实上!因安全气囊问题现代汽车已经不止一

次实施召回) 根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

!-..

年现代汽车集团因安全气囊和气囊传感器缺

陷问题在美国已实施了
+

次召回! 涉及车辆

%-

多万辆)

北京现代
!-.!

年
/

月
.-

日因安全气囊

隐患实施召回!涉及近
.-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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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1

日至
!-.-

年
.

月
!%

日期间生产的
!--0

款悦动%)北京现代称!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

在停车,慢行的状况时!安全气囊有可能产生

误爆!造成安全隐患)

在百度上搜索 (北京现代 安全气囊 车

祸*这些关键字眼!出来的结果已上百万!随意

打开其中几个网页!所讲述的事情也是令人触

目惊心)

汽车投诉网的工作人员还透露!在汽车投

诉网统计的
!--0

年至
!-.-

年
..

起北京现代

安全气囊纠纷中!仅有两起最终得到补偿!对于

未能补偿的气囊事故!厂商给出的理由依然是&

撞击力和速度不够!(安全气囊没问题*)

据了解! 目前国内对于安全气囊并无统

一的标准!都是由各企业自定!对于安全气囊

的打开条件也不尽相同) 由于规则缺失!法规

空白!每每发生事故!均由厂家自己检测!检测

结果是圆是方!均是厂家自己做主!这不是成

了(罪犯自己给自己定罪吗*+哪个罪犯会给自

己判死刑而不是无罪释放呢+

说法

安全气囊维权困难 标准缺失是主因

通过查阅数据库发现!涉及北京现代各车

型安全气囊问题的投诉并不少)而面对车主的

质疑!北京现代提供给车主的回复不外乎两个

原因& 不是撞击力不够就是撞击角度不对!反

正就不是产品的质量问题)

为此!(推卸责任*成了消费者对于北京现

代最直观的印象)而对于北京现代在处理安全

气囊问题上的做法则大概可以总结为&发生事

故!安全气囊未爆!派人调查!拖延!迟迟不出

结论!车主催促!声称与质量无关!拒绝赔偿且

不出具鉴定报告!不了了之)

缘何北京现代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使用

这种推卸责任的方法呢+其实!归根到底!还是

因为目前国内没有相应的安全气囊标准!虽说

!--2

年有部分省市消协联合向相关部门递交

过/关于尽快出台汽车安全气囊国家标准的建

议函0!呼吁尽快制定汽车安全气囊国家标准!

但至今仍杳无音讯)

其实!在对待安全气囊这个问题上!能做

鉴定的往往只有当事厂家!而且整个鉴定过程

也并不会向消费者公开!消费者对在此种情况

下鉴定出来的报告会有几分认可+

经过对网站的近百宗涉及安全气囊的案

例分析发现!厂家所提供鉴定报告非常让人称

奇!在结论部分!台词竟是如此的一致!(车辆

不存在质量问题!气囊没打开是因为撞击角度

不对,力度不够*!这句看似普普通通的话!到

最后反而成了厂家们的(安全气囊*)

此外!通过分析发现!当出现安全气囊事

故时! 车主的维权意识要普遍高于普通投诉!

从与
+(

店沟通,到客服投诉!再到厂家出面!

其间类似这样的第三方平台,消协等也多次介

入! 但最终的协调成功率要远低于普通投诉!

最终只能依靠司法途径作最后的努力)

归根结底!汽车安全气囊标准的缺失才是

车主维权难的原因) 因为没有了标准!所以才

会在出现安全气囊事故时频频出现(撞击点不

对!力度不够*等推卸责任的搪塞之语)试想一

下!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又有谁能在即将发

生车祸时先去考虑应该怎么撞!多大力来撞才

能使气囊弹出来呢+ 标准不出!此类悲剧仍将

继续上演)

目前!各品牌的安全气囊参数不同!甚至

同一品牌不同车型, 档次的标准也有差异!至

于安全气囊的弹出标准! 说法更是参差不齐)

在平时经销商摆放的车型宣传单中!往往只有

安全气囊数量的描述!而对气囊打开条件则完

全忽略)而产品说明书对气囊的介绍同样没有

标准!针对气囊引爆的条件!有的只说明了撞

击速度!有的只限定了撞击角度!有的根本没

有介绍) (据汽车投诉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