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驾车外出难免会出现一些故障! 假如行驶中出现

故障或有故障而暂时无零配件供应又需急用的情况"

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应急的修理方法! 现将一些简便

而易行的应急修理方法介绍给大家!

!"

油箱损伤#机动车在使用时"发现油箱漏油"可

将漏油处擦干净"用肥皂或泡泡糖涂在漏油处"暂时

堵塞$用环氧树脂胶粘剂修补"效果更好!

#"

油管破裂#油管破裂时可将破裂处擦干净"涂上

肥皂"用布条或胶布缠绕在油管破裂处"并捆紧"然后

再涂上一层肥皂!

$"

油管折断#油管折断时可找一根与油管直径相

适应的胶皮或塑料管套接! 如套接不够紧密"两端再

捆紧"防止漏油!

%"

缸盖出现砂眼而漏油%漏水#可根据砂眼大小"

选用相应规格的电工用保险丝"用手锤轻轻将其砸入

砂眼内"即可消除漏油%漏水!

&"

油管接头漏油#机动车使用时"如发动机油管接

头漏油"多是油管喇叭口与油管螺母不密封所致! 可

用棉纱缠绕于喇叭下缘"再将油管螺母与油管接头拧

紧
'

还可将泡泡糖或麦芽糖嚼成糊状"涂在油管螺母座

口"待其干凝后起密封作用!

("

气门弹簧折断#气门弹簧折断后"可将断弹簧取

下"把断了的两段反过来装上"即可使用! 也可找一片

!

毫米厚的铁皮"剪成比弹簧直径大
!

毫米的圆片"内

部剪一圆孔"直径小于弹簧直径
%

毫米"外部边缘每

隔
(

毫米剪成
%

毫米长的裂口" 剪好后每隔一片折叠

一片"形成双面弹簧座槽"再将弹簧调头装入铁皮槽

内即可使用! !顾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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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的一些重点部位是车主们应该经

常注意的地方!

车主在平时保养汽车的时候" 都是对

汽车表面和内饰格外的注意 "毕竟是自己

经常看到的地方 "但一些汽车的关键部位

要用很长时间才会更换一次或者不经常

更换 "所以这些平时不是太注意的部件就

会被忽视掉 "其实 "这些部位才是车主们

应该重视的地方!

定期检查制动液高度

出现的状况 #若制动液液量不足会使

空气进入"制动会变得不灵敏! 因此"最好

每月定期检查制动液液面高度 "注意制动

液液面是否出现明显下降 " 品质是否变

差"如果是就应及时添加或更换!

解决办法 #制动液的收纳罐为半透明

树脂制 " 罐子如果脏污只需用布擦拭 "就

可以进行简单的目视检查! 制动液应达到

收纳罐的基准线 "若制动液比前一次检查

大量减少时 " 发生故障的可能性很大 "有

可能发生漏液 ! 同时 "手动挡车装有离合

器 "这也需要注意其液量 "如果液量减少

而进入空气"就不能有效制动!

每一万公里检查一次制动液

出现状况 #制动蹄片和制动碟是有使

用寿命的 "当它们磨损到一定程度时必须

更换 ! 一般在城市行车中 "制动碟的寿命

大约是
&9999

公里 " 制动蹄片的寿命在

$9999

公里左右 " 但是具体情况还要看车

主的操作情况!

解决办法 # 制动蹄片最好是每
!9999

公里检查一次 ! 制动液一般是每行驶

&9999

公里就应更换一次 " 若长期在潮湿

地区行驶"换油周期要适当缩短!

异常情况仔细查

出现状况 #在车辆拖底时很有可能会

碰到制动液管 $制动时汽车明显向左或向

右跑偏 $将制动踏板踩到底 "但制动效果

不明显 "并且连续踩制动踏板效果也无改

善!

解决办法 # 车辆拖底后踩几脚制动 "

下车检查一下油管有没有变形或者漏油 $

汽车跑偏是前轮制动不同步所致 "极易因

制动抢左而发生事故 "特别是在高速行驶

时 " 必须马上到修理厂进行制动调校 $制

动效果很弱有可能是因为制动系统内混

有了气体 " 需要到专业的维修站修理 $如

出现踏板过软 %行程过长等问题 "也要注

意到维修点进行检查!

此外 "长途行车后 "应该对制动系统

进行仔细检查 " 检查制动管路是否有磕

碰 %损伤和泄漏情况 "因为车辆在高速行

驶时 "飞溅起的石子打到底盘的制动液管

上 "会导致制动液泄漏或制动失灵 "如制

动液管被磕扁后还会导致单个车轮制动

失灵! !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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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天气寒冷" 致使燃油的流动性变

差"润滑油的黏性增加"冷却水易冻结! 因

此 " 在冬季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使用汽车 "

若方法不得当 " 会降低汽车使用寿命 "甚

至会发生事故 ! 对此 "专业技师对这个季

节汽车的养护与使用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清洗车辆要用温水

冬季 "不能用冷水直接冲洗汽车 ! 尤

其不能直接冲洗发动机 "因为发动机升温

后 "车前部温度较高 "用冷水清洗造成急

速降温 "对表面油漆有很大损伤 ! 洗车后

应打开窗户擦干周围 "防止门缝处残水结

冰 "冻住车门 ! 车窗被冻住时不要强行开

关 "电窗尤其要注意 "待冰自然融化后再

使用!

机油要及时更换成冬季用油

机油的黏度是随温度变化的! 随气温

的下降 "机油的流动性会变差 "发动机的

启动性 %动力性 %经济性也明显下降 ! 因

此"经常导致冷启动困难! 在冬季来临时"

应及时将油底壳 % 空气压缩机内的机油 "

换成冬季用的机油 $将变速器 %分动器 %差

速器 %转向器内的齿轮油 "换成冬季用的

齿轮油 $将轮毂轴承清洗后 "加入黏度较

低的轴承润滑油!

蓄电池使用
$

年后应及时更换

清除蓄电池电极桩上的氧化物 "补充

蒸馏水 "保持其正常的电压和液面 ! 出车

时最好先点火使发动机工作后再开车灯 %

收音机等电器 " 停车时则要先关各种电

器 "后关发动机 ! 一般蓄电池的寿命是两

到三年 "如果已接近使用寿命 "最好换新

的!

如果防冻液中曾加入普通水则必须更

换

用水作冷却液的车辆最好先对发动机

冷却系统进行清洗 " 清除水垢等杂质 "然

后再按规定比例加入防冻液! 要是曾经在

防冻液中加入过普通水 "那么防冻液必须

更换 ! 防冻液的价格不贵 "国产的防冻液

大约十几元一桶 "质量比较高的也在百元

左右 ! 一辆车基本上需要用一桶防冻液 !

北京的冬季夜晚最低温度通常在摄氏零

度以下 "因此玻璃水也应更换成抗冻的冬

季玻璃水 "或者在玻璃水中加入适当比例

的酒精"也可达到降低冰点%抗冻的目的!

擦拭风挡玻璃的内表面可防雾

在入冬之前要重点检查加热装置"如风

挡%侧窗出风口%后窗电热器等"使其处于良

好状态"以避免冬季车窗结冰结霜"妨碍视

线"影响安全!要想快速除雾"可打开空调开

关$使用专用的玻璃防雾剂"效果也很好$如

果没有专用的玻璃防雾剂"也可以使用家用

的玻璃洗剂"或洗洁剂来代替"擦拭风挡玻

璃的内表面"也可以起到防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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