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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胎在各种交通事故中的比率真的很

高
!

老化的轮胎一定要进行检查并及时更

换!

轮胎的主要材质是以橡胶为主" 而橡

胶制品有一定的使用寿命
!

按照轮胎厂家

官方的说法 "一般情况下轮胎的寿命应当

在
"

年或车辆行驶了
#$%

万公里这一区

间 ! 当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遵循这个规

定我们的用车成本可就太高了! 所以一般

来说 "专业人士建议 "如果平时使用并不

频繁 "并且用车环境并不恶劣 "一般轮胎

正常使用四年是不成问题的 "但记住轮胎

使用达到四年就必须要更换了! 但是中国

消费者习惯使用轮胎到 #磨平 $才能罢休 "

没有形成定时定量更换轮胎的习惯 "亟待

改善%

所以 "为了避免轮胎老化引发的事故

发生 "建议车主对爱车轮胎还是需要勤检

查 "并且对轮胎生产日期要清楚 "这样心

里就有底了! 为了获得最佳的轮胎磨耗状

况 "轮胎调位是必要的 ! 可以参考汽车制

造商提供的使用手册中有关轮胎换位的

指导! 业内人士提出每
%&&&

到
'&&&&

公里

为轮胎调一次位 " 即使行驶不足
%&&&

公

里 "如果轮胎出现不规则磨耗 "就应进行

调位"同时"要及时检查车轮定位 "查明导

致轮胎不规则磨耗的原因!

轮胎要勤检查 "特别是车主长期行车

的路况比较恶劣 " 这项工作至关重要 "不

能忽视 "毕竟行车路况差对轮胎的寿命有

严重的影响 ! 当你发现轮胎逐渐变硬 &老

化龟裂等情形发生 "就应毫不犹豫地换轮

胎 "特别是有类似气泡的凸起物 "就表示

该处的结构层已经断了 &承受不起胎压而

起泡"随时都有爆胎的情况发生!

除了轮胎老化造成爆胎事故外 "轮胎

胎压不正确也是引发爆胎的一个重要原

因! 所以车主也要养成自行检查轮胎胎压

的好习惯 "另外建议车主自行配备一个简

单的胎压表 "每隔
'

个月对
(

个轮胎胎压

进行检测 " 做到让车主自己心里有个底 !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 " 对备胎的关注和养

护 "否则无法应付突发情况 "只会雪上加

霜! !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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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状况突变

所谓工作状况突变" 系指汽车的

工作状况突然出现不正常现象" 这是

比较常见的故障症状!例如'发动机突

然熄火后再启动困难"甚至不能启动(

发动机在行驶中动力突然降低" 行驶

无力(行驶中突然制动失灵或跑偏"甚

至失效等%这种故障的症状明显"故容

易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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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响声

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出现的非正常

声响"是汽车故障的#报警器$%在行驶

中突然发出异响" 作为驾驶人应意识

到车子出了问题"应立即停车检查"切

不可让车辆#带病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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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烟色不正常

发动机在工作过程中" 正常的燃

烧生成物主要成分应当是二氧化碳和

少量的水蒸汽% 如果发动机燃烧不正

常" 废气中会掺有未完全燃烧的炭微

粒&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碳和大量的水

蒸汽% 此外"还有氮氧化合物等"这时

尾气的颜色可能变黑&变蓝或变白"也

就是说排气烟色不正常%对于汽油机"

正常尾气应无明显的烟雾% 但润滑油

上窜气缸时"尾气呈蓝色(燃烧不完全

时"尾气呈黑色"油中掺水时"尾气呈

白色%

(6

过热高温

通常出现在发动机&变速器&驱动

桥主减速器& 差速器及制动器等总成

上% 例如"发动机过热"多为冷却系有

问题"是缺冷却液或泵不工作(变速器

和驱动桥过热"多为缺润滑油所致(制

动器过热" 多为制动蹄片不回位而引

起% 以上现象有时可以通过仪表板警

示灯直接反映出来" 需要驾驶人驾车

时注意观察" 也可以用手测试外表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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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漏

渗漏是指汽车发动机的燃油&润

滑油
<

或齿轮油
=

&制动液
<

或压缩空气
=

以及动力转向系油液等的渗漏现象%

这也是明显的故障症状" 细心观察即

可发现%例如压缩空气泄漏时"可以明

显地听到漏气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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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和润滑消耗过量

燃油和润滑油消耗过量" 表明汽

车技术状况已恶化并已产生了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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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气味

汽车在运行中"如有制动拖滞&离

合打滑等故障" 会散发出摩擦片的焦

味(发动机过热&润滑油窜缸燃烧时"

会发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 电路短

路&搭铁导线烧毁时也会有焦煳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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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外观异常

汽车停放在平坦的场地上" 检查

外形状况" 如有横向或纵向歪斜等现

象"即为外观异常% 原因多是车架&车

身&悬架&轮胎等出现故障"这样就会

引起行驶时方向不稳&跑偏&重心转移

和车轮#吃胎$等故障%

!张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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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已是深秋"气温开始下降"天气越来越凉"

对于爱车来说"又要接受低温的考验了% 要想使你

的爱车发挥出最佳性能"等到入冬以后"千万注意

以下五个#不能忘$%

'6

不忘经常检查轮胎#

汽车轮胎的主要材质是橡胶% 秋季"橡胶变硬

变脆"不但摩擦系数会降低"也较易漏气&扎胎% 要

注意经常检查轮胎是否有明显的外伤&刮痕及胎压

是否合标准"清理胎纹内夹杂物"胎面如有扎伤等

情况必须修补" 尽量避免使用补过多次的轮胎"必

要时换胎( 如果胎面磨损过度或出现严重的老化&

龟裂现象"也应及时换胎% 因为在冬季的雨&雪等恶

劣天气行驶时"十分需要轮胎保持良好的抓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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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经常开一开空调#

入秋后"汽车空调用得少了"由于制冷剂在空

调停止工作后会与制冷系统中分离出来的水化合"

生成腐蚀性很强的氟酸"腐蚀蒸发器&冷凝器等金

属部件% 再说经过了一夏天的使用"空调风道内会

存留较多的灰尘"再加上夏季的空气湿度比较大"

会造成风道内部比较潮湿"这会滋生很多霉菌% 建

议在此时也清洗一次空调"不然等到冬季长期不能

开窗通风"肯定会影响驾驶室内的空气质量"还可

能会造成呼吸系统的疾病% 另外空调长期停机后

还会使压缩机的油封干枯粘连"因此最好
'&$';

天

启动一次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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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检查更换防冻液#

夏季时"不少司机习惯往水箱里加自来水代替

防冻液"但秋季天气转凉"特别是深秋"一旦冷空气

来临"气温骤降"很有可能影响汽车冷却系统的正

常工作% 现在就应该注意防冻液了% 防冻液的更换

周期为两至三年或是行驶三至四万公里"正常的冰

点是在零下
:;!

"沸点在
':;!

左右% 建议车主尽

快到
(?

店检查防冻液的冰点" 如果不达标就要及

时更换防冻液%提醒您在加注防冻液前先要对发动

机冷却系统进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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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检查机油型号#

冬季选用机油的粘度应尽可能小些"但必须根

据当地的气温和汽车级别来确定%中高级轿车的机

油一定要依据厂家资料指引来选择" 不可随意选

用%

;@/(&

的机油比
';@/(&

的机油在低温下粘

度更低"相比之下更容易在冷启动的瞬间为发动机

提供保护% 如果选择的机油粘度过高"会使发动机

冷起动产生困难"冷启动磨损加剧% 通常在北京冬

季使用
'&@/(&

就可满足使用要求%最后建议车友

们用原厂机油"因为每个发动机生产厂家的发动机

制造工艺不同" 厂家指定的机油是通过
A

次试验

才选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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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更换防冻玻璃水#

由于夏天使用的玻璃水一般都是不防冻的"而

且有的朋友就直接用水代替玻璃水%但是随着气候

转冷"一定要换为冬季专用的防冻玻璃水% 因为汽

车挡风玻璃的清洗关系到驾驶视线和驾驶安全"所

以选择玻璃水千万不能马虎%合格的玻璃水应该同

时具备清洗和防冻性能"防冻效果不好的玻璃水冬

天会造成玻璃水结冰&严重的会造成玻璃水壶上小

水泵电机烧毁%目前市场上有些高档玻璃水具备快

速融雪&融冰和防眩光&防雾气&防静电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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