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

田青叶 实习生
!

宋吉利
!"#$%&'()*+,#-./01234#

56

版
!

"#$ %&$

"#$ %#&

!"#$

年
0

月
01

日 星期三汽车!服务

!!!!!!

李先生出国休假了三个月! 前天才回来"

可他刚一回来!心里就开始犯堵"原来!他出国

期间将爱车停放在车库里!家人一个手指头都

未动"可不知为什么!轮胎不但有点变形!而且

车子开动时还有些抖动"为此!他很奇怪!爱车

停放在车库里!怎么会发生损坏呢# 记者为此

请教了汽修专家"

汽车停驶多久有危害

汽车究竟停驶多久对汽车的寿命有损害

呢#对此!国内外看法不一"美国人认为汽车一

周内不用就称为$停驶车%&我国一般有两种说

法!一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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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用称为$停驶车%'另一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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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不用才称为$停驶车%& 专家认为!汽车

长期停放会使机油(刹车油(防冻液(电解液氧

化变质!轮胎及轮辋变形!还有诸如虫害(鼠害

等意想不到的问题!所以汽车尽量不要长期停

驶&

汽车停驶有哪些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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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封老化车辆停驶& 油封四周的接触受

力总是不均匀的& 受力大的方向!油封变量就

大!车辆停驶时间越长!其变量就越不易恢复!

直到油封发生永久变形!这样非常容易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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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油氧化腐蚀机件& 车辆长期停驶!机

油氧化的现象会很严重& 机油氧化后!一是润

滑的效果会变得很差!二是一些酸性物质还会

对机件造成腐蚀& 车辆停驶时间越长!变质越

严重& 当发动机再次启动时!气缸与活塞间会

形成干摩擦或半干摩擦! 加速零件的磨损!而

且启动阻力大大增加!造成启动困难&

62

蓄电池提前报废& 现在汽车上用的一般

是铅酸蓄电池!其特点是一旦汽车停驶就会产

生自放电& 在正常条件下!蓄电池每昼夜自放

电可使电容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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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尤其严重的是!蓄

电池长期自放电后! 极板表面产生硫化物!影

响蓄电池再充电的效果!最终导致蓄电池提前

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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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变形& 汽车停驶后!汽车重量由
9

个轮胎接触地面的部位承受!从而造成接触部

位受压收缩变形& 汽车停驶时间越长!变形部

位越不易恢复!使轮胎四周的重量分布发生变

化!滚动半径不均匀!造成轮胎不平衡&一旦汽

车进入高速行驶后!就会发生车身抖振!可加

速轮胎的磨损!还可给行车安全带来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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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元件出故障& 汽车上的电子元件及

连接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防水(防潮

和防腐蚀!否则就会引发故障& 对于停驶车辆

的电子元件或插线接头!受潮的可能性就会大

大增加!并且停驶时间越长!发生故障的概率

就越高&

汽车停驶期间的养护措施

现在大家知道了汽车长期停驶有这么多

的危害!那么就要尽量避免长期停驶&但是!在

有些情况下!有些车主不得已必须要将爱车停

驶一段时间!这时!应提前做好预防工作!采取

必要的保养措施!以使其处于良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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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整理爱车

汽车停放前! 应该把全车清洗整理干净!

不要留下泥渍& 胎压要调到上限!油箱内加满

油!并关闭全车电路& 若停放期超过一个月以

上!不但要将胎压调到上限!而且应每隔一周

定时移动车辆数厘米!以免车胎因固定一个位

置受压着地!造成该部位辐射钢丝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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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净防冻液

汽车在停驶前!应放净冷却系统中的全部

防冻液!放掉机油!电瓶应在充足电后摘下桩

头!在停放期间还应定期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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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千斤顶把车子架起来

汽车在停驶前!应用牢靠的千斤顶把车子

架起来!使轮胎和悬架元件不再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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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库内保持通风

停放车辆的车库内应经常保持通风!使

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
:;8

以下& 在易锈蚀的

部位和机件表面应涂以机油(润滑脂或者用

油纸包扎起来& 对于各总成机构上的孔隙!

应加以密封 !避免空气 (水分和灰尘进入内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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晾晒车内的地毯

车上的棉麻制品!如地毯等很容易吸收

水分& 特别是在潮湿地区和阴雨季节!更易

受潮霉变& 因此!车主最好委托家人对车上

的棉麻制品经常检查!适时晾晒!保持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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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油箱要严密封闭

汽车长期停驶!汽油的辛烷值会随着轻

质成分的损失和胶质含量的增加而下降!从

而使其抗爆性随之降低& 因此!汽油油箱要

严密封闭 !并且避免温度过高 !汽油储存的

时间最好不要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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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启动发动机一次

汽车如长期不用!最好委托家人每月启

动发动机一次!检查发动机的运转情况& 如

有异常现象!需及时调整(维修&

<2

每周行驶一段里程

当车主一段时间内不使用车时!最好委

托家人每周将车开到公路上高速行驶一段

里程!以保持车辆的各种使用性能&

=2

经常检查蓄电池

蓄电池的电解液液面必须高于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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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时应及时添加蒸馏水 !应保

持电量充足 !必要时应对蓄电池充电 &

特别提醒!

汽车在长期停放期间 ! 最忌潮湿和鼠

害& 潮湿不仅会使金属部件锈蚀!还会损坏

电气元件!这对于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汽车是

致命的
?

而鼠害会侵蚀电线(轮胎(内饰件&所

以!一定要避免以上的破坏!不给潮湿(鼠害

以可乘之机&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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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车如何磨合 磨合期内的五大注意事项
!!!!!!

磨合期定义)磨合期一般指机械零部件在

初期运行中接触(摩擦(咬合的过程&现代多用

于形容两件事物或组织内部运作的互相熟悉

适应的时间段! 也用于形容感情及婚姻开始!

互相间接触熟悉的阶段&

汽车磨合期简介!磨合也叫走合& 汽车磨

合期是指新车或大修后的初驶阶段! 一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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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 这是保证机件充分接触(摩

擦(适应(定型的基本里程&在这期间可以调整

提升汽车各部件适应环境的能力!并磨掉零件

上的凸起物&汽车磨合的优劣!对车的寿命(安

全性(经济性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出厂后的新车! 虽然已经进行过磨合!但

是零件的表面依然较粗糙& 另外在加工(装配

时存在一定的偏差和一些很难发现的隐患&另

外!新零件与配件间!有很多金属粒脱落!这些

金属粒不仅使零件间的磨损加剧!而且落入机

油后还会使机油的质量下降!影响了润滑的效

果&由于新的零件在运行时摩擦阻力比正常时

期大!所以油耗也会比较高&

磨合过程!汽车的磨合里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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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 进口车的磨合期则更长一些! 多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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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 磨合期分为三个阶段& 行驶

里程至
/;;

公里时为磨合初期!

0;;

公里时为

初磨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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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就可磨合形成氧化膜&

行驶速度)磨合期内应尽量低速行驶& 一

般情况下! 载重汽车最高车速不宜超过
97

公

里
@

小时!小车的最高车速应在
7;><;

公里
@

小

时以内& 同时!在起步前不要让发动机怠速运

转太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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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左右即可起步& 初驶期
6;;

公里以内应避免紧急制动&

磨合期内的驾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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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起步平稳!避免猛踩油门!且不要

使发动机转速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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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前!水温应达到
7;!

以上& 以低挡

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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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以后换入高挡! 行车中水温应控

制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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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中及时换挡!不要长时间使用一个

挡位!也不能使用高速挡低速行驶或使用低速

挡高速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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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良好路面!避免过大振动(冲撞或

紧急制动& 制动前!应先分离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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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优质的燃油及机油!不宜使用发动

机耐磨添加剂&

注意事项!

处于磨合期的车辆! 在平时要经常检查!

提前发现问题并排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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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油(冷却水(轮胎气等!一定要充足!

无泄漏现象发生!发现亏欠时应及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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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分如有不正常的响声! 要及时检

修! 磨合期间的机械故障对车辆造成的影响!

往往比度过磨合期的车辆受机械故障的影响

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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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车上在仪表盘中都有警报灯!有的

车上甚至还装上了电脑&及时发现仪表盘和电

脑里的警报信息! 才能更好地掌控车辆的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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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磨合期的车辆装载质量一定不要

超过额定载重量的
:;8

!满载(超载对新车各

个构件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害&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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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不少消费者选择贷款买车!业内人

士提醒! 要警惕贷款购车时存在的手续费高

昂(捆绑销售(变相加价三种陷阱&

记者发现! 不少汽车经销商打出 $零利

率(零利息%贷款买车的广告语!但当消费者

办理贷款时却发现!利息虽然免了!在贷款购

车款中却多出了一项手续费& 分析师指出!这

部分费用是不会写在促销广告里的! 所以消

费者要明白零利率只是一种促销策略! 基本

上所有宣称零利率的车贷服务都要收取手续

费!如果支付的手续费比贷款利息低!或超出

银行利率不多还可接受& 如果最后计算的结

果高出很多!那还不如申请汽车贷款更合算&

业内人士指出! 贷款买车还存在捆绑销

售(层层刮油的陷阱& 分析师认为!很多经销

商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 以办理车贷困难为

由!想尽各种办法进行捆绑销售!比如要求必

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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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办理全额车险!办理信用卡!购买

一些昂贵的汽车配饰等等& 这样一来!车上没

赚到的钱!全通过其他方式赚回来了& 此外!

业内人士还警惕购房者手续办完后变相加

价&

业内人士认为! 为了防范这种情况的发

生! 一定要在购车合同和贷款合同中详细写

明各项费用!并做好违约的赔偿说明& 同时!

购车时也要找正规的
"#

店!贷款机构也要选

择实力强(信誉好的&

%魏飚$

业内人士提醒!注意贷款买车的三大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