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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不少车主反映!自己的车子

启动困难"油耗过高"爬坡无力!或者停放几

天后根本无法启动"打火后钥匙不回到
56

位置等问题# 针对车主遇到的这些情况!某

78

店汽车维修服务专家进行了诊断$

点火启动要打
6

次

李先生是一位生意人!平时开车风风火

火$ 每次上车!插上钥匙!一旋到位!点着火

就启动$ 最近!他发现车子启动起来比较困

难!要打几次火才能启动$ 有时!出差在外!

车子在车库里放久了! 需要打火的次数更

多$ 即使启动成功后!觉得动力比以前下降

了!在走坡道时感觉更明显$ 在排除开空调

等影响动力的因素后!他怀疑是发动机出了

问题!将车子送到
78

店去修了好几次!维修

人员也没查出什么毛病来$

专家诊断% 问题出在钥匙打火的方法

上$ 一般人都习惯于插入钥匙就立即打火$

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 即使是现在流行的

一键式启动系统!也不能立即打火!否则会

伤害发动机$

这是由于发动机尚处于冷却状态!特别

是停放时间较长的车子! 发动机的运行参

数!与前一天的热状态完全不一样!各个传

感器有待重新调整! 如果插进钥匙一启动!

发动机的运行参数就是非正常的原始数据!

将出现启动失败或多次启动失败$ 即便启动

成功!也会造成油耗过大或发动机过热$ 因

电脑有自动记忆功能!长期下去!错误数据

会覆盖原有的正确数据! 最终导致爬坡无

力&油耗大&积碳严重 &发动机过热等软故

障$ 而这种故障很难查找判断!即使大修发

动机也不能排除故障$

正确的打火方法是% 插入钥匙旋转至

9::

停止!等待
;<2

秒钟左右!让主电源继

电器触点稳固接触!让第一部分需要通电的

器件通电'继续将钥匙转至
56

!再停止等

待
4<=>

秒钟!让油泵继电器吸合!等待各个

传感器调整状态完毕后 ! 将钥匙转至

8?9@?

至发动机连续运转后返回
56

处!

在电脑的指导下!自动调整出一种最佳位置

度和最佳参数!最后成功启动发动机$ 不过!

对于临时或短时间内停车后可以不用停顿!

只需观察仪表盘上的黄色信号灯熄灭后!即

可迅速启动$

用力一扭钥匙断了

插入车钥匙却扭不动! 稍微一用力!没

想到把钥匙扭断了$ 说起这件事!车主李小

姐郁闷不已$ 据她讲!一次她到车库开车!插

入钥匙却扭不动!用力一扭!钥匙断了$ 由于

当时有急事! 需要去见一个重要的客户!可

车子无法锁! 只好先打电话给客户赔礼道

歉!然后到处打电话求援!弄得自己狼狈不

堪!要不是事后补救有方!差点失去那个客

户$

专家诊断%这个跟方向盘不能转动是一

个道理!需要以退为进!扭住钥匙往相反方

向转一下即可$ 因此!如果插入钥匙不能转

动时!切勿用力扭!可以边转动方向盘边转

动钥匙!即可轻松解决$ !郭改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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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窗玻璃损坏后!要换用与原

车窗玻璃曲率一样的玻璃!同时要检

查玻璃导槽及密封条有无损伤$ 由于

车窗经过修理后往往回复不到原来

的形状!因此!这时除了要保证能轻

松拉动或升降车窗玻璃外!还要注意

在车窗关闭后车窗玻璃四周的密封

性$

在换车顶时!应先在车顶周边压

合处涂一层导电密封胶!待焊好后再

在流水槽内及接缝处遍涂折边胶!这

不但有助于车身的密封!更可防止车

身因翻边焊缝处积水而产生早期锈

蚀$ 装配车门时要在车窗以下的车门

内板上粘贴一整张密封隔离薄膜!如

果没有成型的密封隔离薄膜!则可用

普通塑料纸来替代!然后将密封隔薄

膜贴上压实!最后再进行内饰板产装

配$

在修复有密封凸缘的车门时!应

注意修复受损的密封凸缘!准确地恢

复原凸缘的形状$ 在修复车门后要进

行密封性检查!检查方法是 %把一块

硬纸片放在密封位置上! 关上门!再

拉动纸片!根据拉力的大小来判断密

封是否良好$ 如果拉动纸片所需的力

过大说明密封过紧!这会影响车门的

正常关闭!并且还会使密封件因变形

过大而较快地丧失密封性能'如果拉

动纸片所需的力过小 ! 说明密封不

良!往往会出现车门挡风不挡雨的现

象$ 在更换车门时一定要注意在新车

门的内外板翻边咬合处涂折边胶!并

把一些在冲压时留下的小工艺孔用

本基胶带堵住$

在修理汽车线路时!应将所有车

身孔& 洞处穿线束的密封圈装到位!

因为这些密封圈不仅起密封作用!而

且还起保护线束的作用$ 如果密封圈

已经损坏或线束能在密封圈中转动

或窜动!应更换密封圈!并将它与车

身孔&洞装配牢固!将线束稳固好$

在更换整个车身时!除了应完成

上述各个项目以外!还应在其焊缝的

搭接部分与焊点上都涂一层密封胶!

胶层厚度应约为
=##

!并且胶层不得

有虚粘&气泡等缺陷'在折边处则应

涂专用的折边胶'在整个地板下表面

和前轮罩下表面应涂
2##<7##

的

弹性涂层及防腐涂层'在地板上表面

及前立板内表面要粘贴隔音& 隔热&

减振阻尼胶片! 然后铺上隔热毡块!

最后再铺上地毯或装上装饰地板$ 这

些措施不仅可以大大增强整车的密

封性和减慢车身的锈蚀速度!而且还

可以大大提高乘坐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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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车架与车身的振动迅速衰减!改

善汽车行驶的平顺性和舒适性!汽车悬架系

统上一般都装有减振器!目前汽车上广泛采

用的是双向作用筒式减振器$

减振器是汽车使用过程中的易损配件!

减振器工作好坏!将直接影响汽车行驶的平

稳性和其它机件的寿命!因此我们应使减振

器经常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可用下列方法

检验减振器的工作是否良好$

=.

使汽车在道路条件较差的路面上行驶

=>A#

后停车!用手摸减振器外壳!如果不够

热!说明减振器内部无阻力!减振器不工作$

此时!可加入适当的润滑油!再进行试验!若

外壳发热!则为减振器内部缺油!应加足油'

否则!说明减振器失效$

;.

用力按下保险杠!然后松开!如果汽车

有
;<2

次跳跃!则说明减振器工作良好$

2.

当汽车缓慢行驶而紧急制动时!若汽

车振动比较剧烈!说明减振器有问题$

7.

拆下减振器将其直立!并把下端连接

环夹于台钳上!用力拉压减振杆数次!此时

应有稳定的阻力!往上拉的阻力应大于向下

压时的阻力!如阻力不稳定或无阻力!可能

是减振器内部缺油或阀门零件损坏!应进行

修复或更换零件$

在确定减振器有问题或失效后!应先查

看减振器是否漏油或有陈旧性漏油的痕迹$

油封垫圈&密封垫圈破裂损坏!贮油缸盖螺

母松动$

若发现漏油! 首先拧紧油缸盖螺母!若

减振器仍漏油!则可能是油封&密封垫圈损

坏失效!应更换新的密封件$ 如果仍然不能

消除漏油!应拉出减振杆!若感到有发卡或

轻重不一时!再进一步检查活塞与缸筒间的

间隙是否过大! 减振器活塞连杆有无弯曲!

活塞连杆表面和缸筒是否有划伤或拉痕$

如果减振器没有漏油的现象!则应检查

减振器连接销&连接杆&连接孔&橡胶衬套等

是否有损坏&脱焊&破裂或脱落之处$ 若上述

检查正常!则应进一步分解减振器!检查活

塞与缸筒间的配合间隙是否过大!缸筒有无

拉伤!阀门密封是否良好!阀瓣与阀座贴合

是否严密!以及减振器的伸张弹簧是否过软

或折断!根据情况采取修磨或换件的办法修

理$

另外! 减振器在实际使用中会出现发

出响声的故障 !这主要是由于减振器与钢

板弹簧 &车架或轴相碰撞 !胶垫损坏或脱

落以及减振器防尘筒变形 !油液不足等原

因引起的!应查明原因!予以修理$

减振器在进行检查修复后应在专门试

验台上进行工作性能试验 !当阻力频率在

=>>!=##

时!其伸张行程和压缩行程的阻

力应符合规定 $ 如解放
:9&>B=

伸张行程

最大阻力为
;=C4<;4746

!压缩行程最大阻

力为
2B;<C336D

东风车伸张行程最大阻力

为
;7C> <2>236

! 压缩行程最 大 阻 力 为

7B><4346

$ 如果没有试验条件!我们还可

以采用一种经验做法 !即用一铁棒穿入减

振器下端吊环内 ! 用双脚踩住其两端 !双

手握住上吊环往复拉
;<7

次 !当向上拉时

阻力很大 !向下压时不感到费力 !而且拉

伸的阻力与修理前相比有所恢复 !无空程

感!则表明减振器基本正常$ !泽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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