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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瓶和油液必须检查

“电瓶是天冷时我们一
定要注意的地方，因为寒冷
的天气会降低电瓶的能量。”
郑州上汽大众河南安吉售后
经理赵先生说，电瓶如果有
问题，千万不要跑长途，可以
去4S店或维修店，对电瓶做
一次认真检查，检查电池的
电流、电压、放电能力等关键
参数。

电瓶如何自检呢？一是
听，电瓶有问题，启动时发动
机运转不良会发出咔咔声；
二是看，在怠速工况下，如果
大灯突然变暗，也说明蓄电
池有问题。

另外，很多低配车型的
车主喜欢为爱车加装多媒体
屏幕，或是更换LED灯组，在
冬季时会造成电路负载大，
很容易因为电路老化和负电
过载导致自燃，因此及时更
换老化的电路系统相当重
要。

润滑油、制动液、防冻液
和玻璃清洗液，都关系着冬
季行车的安全，郑州东本华
林技术总监陈刘军介绍说，
这些油液在常规保养时都会
换上冬季专用的。

检查轮胎是重中之重

陈刘军告诉记者，在冬
季，轮胎的养护至关重要，因
为冬季路面条件会发生变
化，路面温度也会降低。汽
车轮胎的磨损将明显增加。
如果轮胎有鼓包、损坏等情
况，应及时修理或更换。另
外，冬季天气过于寒冷，由于
热胀冷缩的原理，轮胎中的
气压会比平时低，胎压过低，
驾驶就存在安全隐患，所以
胎压可以适当调高一些。

相应地，冬季检查刹车
也非常重要，冬季很容易存
在路面结冰等情况，汽车本
身抓地力就不好，如果刹车
制动不好的话，极易发生事
故。

河南安吉的售后服务人
员提醒，冬季由于路面等原
因，很多新手司机总是在原
地挪车或停车时喜欢把方向
盘打死，以提高他们的驾驶
安全性，但在低温状况下，长
时间打满方向盘会对助力泵
造成很大伤害，因此建议冬
季不要将方向盘打得过死，
尤其是原地打方向，“原地打
方向是使方向机负重最大、

损害最大的操作方式，反复
多次原地打方向还会造成方
向联动系统间隙过大和提前
老化，甚至造成安全隐患”。

空调不检修也有隐患

很多车主会在夏季更换
空调滤芯，到冬季反而不会，
殊不知这也会造成隐患。

经过一个夏天的使用，
空调滤芯会附着大量的杂质
和灰尘，如果不及时更换或
清洗，会对人们的呼吸系统
产生很大影响。

冬天开车，很多车主为
了能尽快提升车内温度，就
一直使用内循环。由于车窗
封闭，内循环使空气中的二
氧化碳含量升高，会影响人
的精神状态和健康，一晃神
很容易出事故。建议内外循
环交替使用，或者隔段时间
开窗留条缝通下风，保证空
气新鲜的同时兼顾车内温
度。

自燃事故多，车辆勤检查

低温干燥的冬季也是
自燃高发季，原因有三：冬
季更容易产生静电和火花，
车辆橡胶在低温下更容易老
化龟裂，冬季车辆用电负荷
增加。

河南高速交警告诉记
者，今年高速公路车辆着火
事故中，车辆自燃约占60%；
运输货物自燃约占20%；因
超速、未保持安全车速和车
距、疲劳驾驶、车辆反光标识
不明显、高速出口违法停车
或变道等引发的车辆追尾着
火事故约占20%。自燃的主
要原因有：轮胎在超负荷情
况下长时间运行，内部积热
引起自燃；由于刹车“咬死”，
高速运转后摩擦产生高温，
传递给轮胎引发自燃；油路、
电路因碰撞、老化等原因出
现接头松动，造成燃油泄露，
遇明火或电气线路火花发生
燃烧。

预防车辆自燃，除了勤
检查油路电路外，车内的易
燃易爆物品也要及时清理。
如果在行驶过程中发现车辆
冒烟或闻到异味，应立即熄
火下车，不要盲目打开引擎
盖查看起火原因。发现明
火，可用灭火器对准起火部
位根部迅速降温灭火，同时
车上人员撤离到安全位置报
警等待消防救援。

摒除季节性驾驶陋习

冬季开车为抵御低温和
冰雪，加装毛绒垫、方向盘
套，穿靴子开车等都是常见
的操作，这些做法往往会带
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比如毛
绒方向盘套虽然会让手感觉
暖和，但会减少手掌和方向
盘之间的摩擦力，减弱对路
况的感觉，遇到突发情况会
出现转向不足或者失控的情
况。同样，穿着厚厚的靴子
开车也会导致油门深浅掌握
不当。

此外，还有一些行为也
非常危险：如车窗起雾边开
车边擦玻璃易造成车辆失
控；紧闭车窗用暖风取暖既
容易让人犯困，停车后使用
还会产生一氧化碳等有害气
体；冬季路面易结冰，开车打
方向“猛急快”会打滑失控。

避免危险违规驾驶行为

交警提醒，今年全国交
通安全日的主题强调了“守
规则除隐患”，只有遵守规
则，我们的出行安全才有保
障。除了车辆本身的原因
外，驾驶员遵纪守法安全驾
驶也很重要。避免超速、超
员、超载；酒驾、疲劳驾驶等
行为，即便是骑自行车和电
动车也要按规定戴头盔且严
禁载人（12岁以上）。在市内
开车尤其要控制车速，经过
人行横道时注意减速礼让行
人。其实，要想做到安全文
明出行，不能只要求驾驶员，
行人同样也要按规尽责，从
而避免事故伤害。

冬季安全出行 这些隐患早消除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耿子腾

12月2日是第八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今年的主题是
“守规则除隐患，安全文明出行”。冬季如何消除车辆隐
患？怎样做到安全文明出行？对此，记者采访了交警、保险
公司和汽车售后保养人员，听听他们怎么说。

11月 29日，宝马集团
和长城汽车合资的光束汽
车项目，在江苏省张家港市
正式启动。项目总投资51
亿元人民币，年标准产能16
万台，将采取创新的合作模
式，联合研发和生产未来
MINI电动车及长城汽车旗
下新产品，各品牌沿用既有
销售渠道。

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
军表示：“选择与宝马集团
合作，最重要的是要整合双
方优势资源，长城汽车可以
更多地向宝马集团学习在
技术、国际市场运营、对全
球法规理解方面的经验。
长城汽车和宝马集团的合
资，对长城汽车的全球化战
略是强有力的支撑，是实力
派的强强联合。”

宝马集团研发董事傅
乐希表示：“宝马集团作为
电动化领域的领导者拥有

丰富经验，而长城汽车是中
国汽车工业领军者，双方将
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共同
推进新产品的研发和生
产。”

据光束汽车董事长赵
国庆介绍，光束汽车项目集
研发、生产、仓储物流于一
体，产品将面向全球市场销
售，共同研发和生产是本项
目的重点。按照规划，光束
汽车的产品将按品牌分别
进入宝马集团和长城汽车
各自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2018 年，宝马集团在
全球共售出超过249万辆
汽车和超过16.5万辆摩托
车。2016 年~2018 年，长
城汽车连续三年销量突破
百万辆。此次启动仪式的
举行，标志着光束汽车项目
的正式落地，也开启了宝马
集团和长城汽车合作的新
征程。

长城、宝马联手推出——

光束汽车项目正式启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11月 29日，东风悦达
起亚双车联发，首批十城上
市会燃动郑州。全新战略
SUV——新一代傲跑推出
4款车型，售价 10.88 万～
12.58 万元。全新一代K3
推出两款车型，售价均为
11.98万元。

全新一代傲跑基于起
亚Smartstream IVT动力
架构打造，高度还原了SP
概念车的流线美学设计，动
感大气之余充满了力量
感。新车内饰采用非对称
式设计，7英寸炫彩仪表盘
和10.25英寸液晶显示屏，
以及8色可调节氛围灯等
元素，为星际宇航式驾驶座
舱增添了视觉上的科技

感。新车提供了6种驾驶
模式，搭载了起亚全球领先
的 智 能 安 全 辅 助 系 统
DRIVE WiSE，以及智能
互联系统2.0提供的智能体
验等众多实用装备，百公里
油耗低至5.4L。

全新一代 K3 1.5L 智
享科技版配备了智能钥匙、
一 键 启 动 等 配 置 ，搭 配
DRIVE WiSE智能辅助系
统，全方位守护用户的驾乘
安全。1.4T新锐运动版营
造了比肩豪华车的越级体
验。

值得一提的是，继傲跑
之后，东风悦达起亚将包牌
价政策惠及全新一代K3全
车型矩阵。

全新一代傲跑、K3特别版
郑州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