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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燃、打滑、失控、划伤……

麦收季节，这些行车隐患要小心
亚洲 CES 展开幕，
梅赛德斯-奔驰
带来哪些惊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
丰玉

晾晒的粮食几乎占据了整个路面 图片来自网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耿子腾

6 月是河南麦收的季节，记者从省农机局获悉，截至本周，河南麦收基本结束，辛苦了大
半年的农民又迎来了一个新的丰收季。
但对于开车在路上的人来说，丰收带来的也有烦恼，不少农户在公路晾晒麦子，不但让道
路越来越窄、越来越堵，也越来越危险，带来了诸多安全隐患。

[隐患一] 汽车自燃
“今年 5 月 20 日，河南省南
部地区连续出现大范围降雨，
致使小麦成熟时间推迟，而 5 月
底，河南北中部地区又出现干
热风天气，促使小麦提前成熟，
天气因素导致今年河南麦收收
割期较往年更为集中。”省农机
局的专家告诉记者。
“目前我们各支队都在进
行三夏麦收防火工作。”省消防
总队的有关人士告诉记者，按
照往年的经验，这一段是农民
集中晾晒粮食的时间，今年会
更为集中，相应带来的行车安

全问题就更突出，尤其是车辆
动机也有隐患，上汽大众安吉
自燃的问题，
“每年我们都会接
店售后经理赵先生介绍说，发
到因为晾晒麦秸秆而引发的车
动机安装了防护板后底部留有
辆火灾问题”。
一定空隙，致使用户驾车行驶
“车辆烟筒部位在高速行
过晾晒了麦秸的道路或停在麦
驶时，温度可达 200℃，足以点
秸上时，麦秸易缠绕或卷入发
燃麦秸，引起车辆火灾。”广汽
动机防护板内且无法自然掉
丰田鑫宝店售后总监王永敢告
落。干燥的麦秸燃点极低
诉记者，有不少车辆火灾是由 （130℃ ~250℃），而 发 动 机 底
于麦秸引起的，因此行驶时最
部温度很高，特别是三元催化
好绕过晾晒有麦秸秆的路面， 器处，温度可达 600℃~800℃，
行驶过后要及时检查底盘，看
最高可达 900℃，这样的温度足
有没有麦秸秆缠绕。
以引燃麦秸，进而导致车辆着
另外，安装了防护板的发
火。

6 月 10 日，以“智行，享未
来”为主题，梅赛德斯-奔驰举
办 科 技 日 活 动 ，EQ 概 念 车 、
smart Vision EQ fortwo 概
念车、MBUX 人机智能交互系
统、智能数字大灯等尖端智能技
术给大家带来惊喜，也为 6 月 13
日开幕的 2018 亚洲消费电子展
（CES Asia）预热。
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A 级轿车，是奔驰首款配备了
MBUX 人机智能交互系统的量
产车型，该系统能在车辆、驾驶
者与乘客间缔造更多情感链接，
而且具有学习能力，听得懂四
川、广东等方言。
在活动现场，自动驾驶概念
车型 smart Vision EQ fortwo 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该车为
未来共享出行描绘了全新蓝
图。未来，你只需通过手机发出
指 令 ，最 近 的 共 享 smart Vision EQ fortwo 概 念 车 就 将

直接在选定的位置接用户上
车。当车辆到达，通过位于车辆
前端的显示屏上的“对话”，客户
便可与车辆完成匹配。与此同
时，它的共享功能还可以智能地
为客户寻找拼车旅伴。
作为梅赛德斯-奔驰旗下
电动出行品牌 EQ 的开山之作，
EQ 概念车展示了对未来电动
出行的设想与应用，以该车型为
原型打造的 EQ 旗下首款量产
车型，将于 2019 年年底完成本
土生产并登陆中国市场。
EQ 概念车有着轿跑 SUV
的运动外形设计，前后轴各拥有
一部电机保证强劲的电力驱动，
百公里加速时间低于 5 秒，续航
里程可达到 500 公里。
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倪恺表示：
“在戴姆勒‘瞰思未
来’战略的引导下，我们将通过
智能互联、自动驾驶、共享出行、
电力驱动这四大领域的无缝整
合，为我们的客户打造更自在、
更高效、更便捷的出行方式。”

[隐患二] 打滑失控
6 月 2 日中午，徐州市睢宁
县发生一起事故，一辆白色宝
马轿车正行驶在迎亲路上，开
到一处麦草堆时，车辆突然打
滑，将路上一骑车女子撞飞，该
女子因伤势过重当场死亡，事
后民警勘查现场发现，致使宝
马失控打滑的“罪魁祸首”正是
晾晒的麦子。
“车辆轧在粮食上，制动性
能会受到很大影响，易打滑甩

尾，容易发生伤亡事故。”吉利
华星 4S 店的售后人员说，干透
的小麦粒在路上非常光滑，车
辆在上面行驶，车轮与地面的
附着系数大大降低，极易发生
打滑甩尾、伤人撞车事故。
郑州市交警支队民警提
醒，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影响公路畅通的行为属于
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也明文规定，未

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一
旦发生交通事故，有关部门将
对责任人进行依法处理，
“但在
实际工作中，民警一般会判定
驾驶员疏于观察，晒粮人在道
路上从事非交通活动，双方都
会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因
此，驾驶员自身也要谨慎驾驶，
避免事故发生。

的代价。有的农户为了看护粮
食，还要在公路上睡觉，夜间道
路光线差，极易发生伤亡事故，
直接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省公
安厅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每年的这个时候，各地都
有因在公路上打场晒粮引发人

员伤亡的事故发生。
为此，交警提醒车主，在晾
晒粮食的道路上行驶时，一定
要注意观察，同时尽量避免夜
间行车，确认路面没有异常后
再行通过。

为防止粮食被碾压，有人
石头上的，维修成本还是很高
常在四周放置木棍、石头、酒瓶
的。
”
售后服务人员建议，
车主最
以及其他障碍物，
“白天视线好， 好调亮灯光，保障视线清晰，集
驾驶员还能避免轧到障碍物上， 中注意力，
以防意外。
但夜间光线不好，很容易轧上
而交警则告诉记者，
每年麦
去。
”
北京现代河南长江 4S 店的
收季节，
都会发生车辆和农用车
售后服务人员说，每年麦收季
甚至联合收割机碰撞的情况，
节，都会有车辆受伤的情况，大 “河南自有的农用机械大概 7 万
部分是轮胎受伤、
底盘挂伤和车
台，
麦收时会有两三万台外省农
漆划伤，
“有不少是撞在树枝和
机进来，加上农用车和拖拉机，

发生事故的几率就增加了不
少。
”
交警建议，
大部分车主对农
用机械的长宽和行驶特点并不
了解，因此要避免和其并排行
驶，同时加大车距，在狭窄道路
上尽量避让，
不要贸然错车，
“在
乡村道路行驶时，
要特别小心岔
路口过来的农用车，
这些车辆的
驾驶员一般观察道路的意识不
强，
容易引发事故”
。

后市场盛会大幕将启

[隐患三] 人员安全
“在公路上打场晒粮会影
响交通秩序、影响驾驶员视线、
污染粮食，还可能引发伤亡事
故。
人在路上走，车辆在路中
穿行，稍有不慎，躲避不及，瞬
间就会发生交通事故，付出血

[隐患四] 车辆受伤

2018CIAAF 郑州展月底召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6 月 11 日，2018 年中国（郑
州）国 际 汽 车 后 市 场 博 览 会
（CIAAF）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中
油花园酒店举行，该展会将于 6
月 26 日~29 日在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
发布会上，励展博览集团大
中华区副总裁黄兆君分析了当
前国内汽车后市场出现的新趋
势和新格局，表示将带领展商观
众“驭见新视界，拓展新商机”。
励展宏达表示将与展商观众携
手，打造国内汽车后市场年度盛

宴。CIAAF 郑州展历经 14 年
资源和口碑积淀，已成为后市场
的风向标，是中国卓越的汽车后
市场服务平台。展区方面，在内
饰、美容护理、膜类、改装、汽保
汽修、户外用品、汽车服务、汽车
电子八大展区的基础上，
CIAAF 郑州展将全新增加电动
尾门专区、润滑油专区，并在内
饰展区新增切割机、原材料专
区。在展商招募方面，目前已有
京东、车邦、牧宝、保赐利、拽猫、
德晟、靓影、雪莱特、香王、香百
年等 2000 多家厂商和行业领先
品牌确定参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