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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低能见度 没准备不上路

雾天出门前!应当将挡风玻璃"车头灯和

车尾灯擦拭干净!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等安全

设施是否齐全有效# 另外!在车内一定要携带

三角警示牌或其他警示标志!遇到突发故障停

车检修时!要在车前后
#$

米处摆放警示牌!提

醒其他车辆注意$ 最好不要沿着路边行驶!因

为在路边临时停车%等待雾散的人也是行车安

全的重要隐患$

大雾天视线不好! 驾驶人员千万不能着

急$ 雾天在高速公路上发生堵车时!请尽量不

要待在车上!驾乘人员必须下车!迅速离开公

路!翻过路边护栏!在道外等候!避免后面车辆

追尾造成人员伤亡$

开车更要规矩

急脾气的车友在雾天一定要有所收敛&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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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遇大雾!能见度极低的时候!建议您最好把

车开到路边安全地带或停车场!待大雾散去或

能见度改善时再继续前进$ 同时!雾天行车时

要严格按车辆分道线行驶!不要长时间占用超

车道!更不要随意跨中间线超车$

在大雾天气下!应尽量减少并线!最好跟

车走!并且与前车保持距离!控制车速$尽量靠

路中间行驶!以防不小心落入路侧的排水沟或

者与路边临时停车等待雾散的车相撞$行驶过

程中!还要注意观察路面是否结冰%结霜!在有

冰%霜的情况下!容易造成车辆打滑$

合理运用灯光

雾天行车!一定要打开前后防雾灯%尾灯%

示宽灯和近光灯!利用灯光提高能见度!看清

前方的车辆及行人%路况!也让别人容易看到

自己$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雾天行车不要使用

远光灯!因为远光灯射出的光线容易被雾气漫

反射!影响视线$ 驾驶员所熟悉的氙气大灯发

出的光呈蓝白色!在非雾情况下具有明亮的特

点!但在雾天容易产生光障!不利于观察路况$

不到万不得已不开双闪灯!因为开双闪灯往往

会使后面的司机不清楚前面车辆的意图$

喇叭派上用场

目前在很多城市路段都已经有了禁鸣喇

叭的规定! 但在浓雾天气之下! 出于安全考

虑!可适当使用喇叭$ 雾天行车!勤按喇叭可

以起到警告行人和其他车辆的作用$ 当听到

其他车的喇叭声时!应当立刻按喇叭回应!提

示自己的行车位置$ 两车交会时!应按喇叭提

醒对面车辆注意!同时关闭防雾灯!以免给对

方造成目眩感$ 如果对方车速较快!应主动减

速让行$

保持头脑清醒

由于视野严重受阻!所以在大雾天气下行

车!必须保持头脑的完全冷静!并且不能完全

照搬日常行车时的思维方式$ 比如说!大雾天

气下!如果发现前方车辆停靠在右边!此时不

可盲目绕行!要考虑到此车是否在等让对面来

车$ 超越路边停放的车辆时!要在确认其没有

起步的意图而对面又无来车后! 适时按喇叭!

从左侧低速绕过$ 在弯道和坡路行驶时!应提

前减速!要避免中途变速%停车或熄火$ 总之!

雾天出行千万不能怀有侥幸心理!一定要做好

最坏打算$

营造最佳视线

大雾天气!能见度已经很低!偏偏伴随着

空气的高湿度! 还特别容易造成车窗玻璃结

雾$ 一旦结雾!挡风玻璃上凝结的水汽会使驾

驶者的视线受挡!还会使对面来车射出的灯光

显得特别耀眼$ 因此!行驶中要勤用雨刷刷去

挡风玻璃外的水汽!以提高视线的清晰度$

如果结雾出现在挡风玻璃内侧!你懂得如

何处理吗( 具体来讲!玻璃除雾主要有三个方

面&给前挡风玻璃除雾!通常人们会用热风来

除雾!更快地达到除雾的效果# 针对侧车窗玻

璃除雾!我们可以将空调送风口调整到向两边

车窗送风的角度# 至于后车窗除雾!我们可以

使用车内的后车窗除霜加热装置#

提防追尾事故

大雾天气视野不佳! 你看不清别的车!别

的驾驶者也看不清你!这种情况下!往往容易

造成追尾事故的发生# 而预防追尾和被追尾!

主要的原则就是保持稳定的车速# 雾天行车!

不要猛踩或快松油门!更不能紧急制动和急打

方向盘# 如果认为确需降低车速时!先缓缓放

松油门!然后连续几次轻踩刹车!达到缓慢控

制车速的目的!让别的车辆对你的动态改变能

有充裕的时间应对!防止追尾事故的发生# 当

然!还得补充一句!日常行车时!如果刹车灯故

障还没那么严重!但在雾天驾驶着刹车灯损坏

的车辆上路!建议还是买足了保险再说#

切勿疲劳驾驶

大雾天气行车!尤其是跑长途!精神高度

紧张!而眼睛更要目不转睛地观察着前方的道

路!十分容易疲劳#因此!建议驾驶者更加需要

频繁的休息# 一般行车!驾驶者的休息间隔应

当是两个小时! 而在低能见度的雨雾天气下!

休息间隔更应缩短! 以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而因雾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或停车场内休息的

车辆!一定要等到能见度恢复到一定水平后再

上路# 如果浓雾突然来临!能见度太低不能行

车!而又来不及驶向服务区或停车场时!最安

全的方法是将车驶进路肩停下!开启示宽灯和

尾灯!乘客撤离车辆至路沿以外# 当视距恢复

到一定程度后!尽快驶离路肩#

远离事故现场

大雾天气事故高发!但如果不凑巧事故被

自己赶上了! 或者是车子在道路上遇到故障

了!我们该如何处理( 是直接把车停留在路面

上!下车和对方争吵吗(当然!相信有一定路面

经验的驾驶者一定不会这么选择!那几乎就是

在用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专家指出!遭遇雾天

事故! 最重要的是尽快从车内撤离至安全地

带# 在此之前!我们应该尽量将车辆靠近路边

停下!然后车上的人员应从靠近路边的一侧下

车!防止被过往车辆误伤!下车后尽量远离公

路# 如果在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停车!停车后

驾驶员应打开警告灯!并在后方
(#$

米外设置

危险警告标志牌!同时立即报警!千万不要留

在车内或在车道上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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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锈才是关键

防止车漆被雨水侵蚀!最好

的办法自然是打蜡!车

蜡最重要的作用就

是防腐防锈 #

现在大气

污 染

日益严重!空气中的硫化物%氮氧化物%

活性自由基和游离于空气中的带电粒

子等化学性侵蚀物不断增加!当它们与

空气中的水混合在一起时!就会形成更

有害于漆面的酸雨# 汽车在快速行驶

中!漆面与空气作相对运动!摩擦产生

静电! 会吸附大量的灰尘和有害物质#

时间一长!车身表面就会形成一层聚集

了大量污染物的顽固薄膜!持续地损伤

漆面# 而优质的车蜡能在车体表面形成

一层致密坚硬的蜡膜! 抵御来自环境

的各种侵害# 车蜡的另一个重要

作用是减少水滴在漆面上的

附着#水滴在漆面上由于

张力的作用!成为一

个个半球形 !在

阳光的照射

下 ! 它

们

就像小小的凸透镜!使阳光聚集!灼伤

漆面!这是形成漆面暗斑和老化的主要

原因之一# 车蜡能使漆面上附着的水滴

减少
"$,

至
-+,

!并使残留在漆面上的

水滴进一步平展!呈扁平状!减少车身

漆面所受到的伤害#

底盘莫忽视

烂车先烂底# 底盘是和地面最贴近

的部位!受路况影响特别严重!许多车

子维修时托起来一看! 底壳已锈蚀斑

斑!轮拱处甚至已松动穿孔!究其原因!

酸雨的腐蚀性是罪魁祸首#

为了让车子寿命更长!建议无论新

车或旧车都应做底盘的防锈处理!即时

下流行的底盘装甲# 底盘装甲是在车底

喷涂一层
#

毫米左右的高分子橡胶聚

合物! 凝固后就如装甲一般护住底盘!

不易干裂%脱落!具有防沙石撞击%耐酸

雨%防腐蚀等优点# 此外!底盘装甲还能

减震隔音!提高舒适性# 要知道!汽

车噪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路噪

和沙石敲击的声音! 底盘

装甲的高弹性能可有

效吸收和降低这些噪

音! 同时也减少由

于底盘钢板震动

而引起的噪音!

达 到 降 噪 作

用! 提高车

辆行驶时

的 舒 适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