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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
ETC无法感应
车主很苦恼

使用ETC可以避开人
工收费车道，不用停车就
能迅速通过高速收费站，
一条ETC车道的通行能力
大约相当于五条人工车
道，其缓解拥堵的效果十
分显著。但在现实使用中
却经常会遇到ETC“刷不
上”的情况，反而造成拥
堵。

郑州车主宋先生告诉
记者，自己上下班会走绕
城高速，有时碰到ETC感
应不灵就需要倒车换个车
道或让工作人员帮忙刷卡
通过。但随着11月10日
起，郑州取消ETC单卡用
户走绕城高速免费，再人
工刷卡就要收费了。

车主赵先生也表示，
自己的 ETC 上高速没问
题，但老是在下高速的时
候“刷不上”，这样走绕城
高速就很吃亏。扣费事
小，碰上车流高峰堵在
ETC车道很影响交通。还
有细心的车主发现，走机
场高速收费站时ETC失灵
的概率比较高。

【探因】
ETC感应不灵
主要原因有三个

记者经过多方调查采
访发现，ETC感应不灵主
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车速过快。郑
州绕城高速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不停车收费并不

代表不用减速，在通过高
速上下站口ETC车道的时
候，很多车辆刷不上ETC
就是因为车速过快导致
的。此外，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前后车跟车距离太
近，就会出现扫了前车扫
不上后车或者直接扫了后
车前车过不去的情况。

第 二 ，ETC 设 备 故
障。据郑州多家银行负责
ETC 的业务经理介绍，
ETC不仅是车上装的插卡
设备，还包含高速收费站
的感应设备。所以，ETC
感应不灵，既可能是车载
设备出现卡片松动、接触
不良或者无OBU显示的
情况，也有可能是高速收
费站的感应设备存在问
题。

第 三 ，车 上 金 属 贴
膜。绝大部分车主在买新
车后都会贴车膜，起到隔
热、防紫外线、保护车内隐
私等作用。但由于车膜中
含有金属离子，所以会影
响手机信号和ETC设备的
信号。

【支招】
区别应对排除困扰

如何应对ETC在使用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据高速收费站工作人
员介绍，在经过ETC车道
时应尽量放慢车速，保持
一定车距，车速保持在
20km/h以内，车距最好在
10米左右。如果发现不起
杆的情况，要么重新尝试

扫描ETC设备，但
要注意后方来车，要么寻
求工作人员协助引导变道
或使用人工刷卡出站。

据 ETC 网点的技术
员介绍，在短时间内发生
多次ETC失灵的情况，车
主可以先自行检查车载设
备，重插一遍卡，观察设备
的 LED 屏幕是否显示。
平时要注意防潮防磁。如
果设备没有问题，可以尝
试更换 ETC 车道或者降
下前车窗以增加信号强
度。

而据记者了解，大部
分车主的问题都跟贴膜有
关。郑州之星 4S店的王
经理告诉记者，影响ETC
感应效果的主要是车膜材
质。据天荣汽配城经营贴
膜生意的王先生介绍，现
在汽车贴膜的品牌有很
多，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
的，主要看透光率和隔热
效果。因为根据《机动车
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规
定，前挡风玻璃以及侧面
用于观察后视镜的玻璃透
光 率 必 须 大 于 或 等 于
70%，否则无法通过年
检。因此才有了反射隔热
和光谱筛选隔热之分，前
者主要是金属膜，因为技
术成熟，价格相对便宜，所
以使用较多，但随着ETC
的大面积普及也暴露出有
损信号的问题。而后者采
用的是纳米陶瓷技术，具
有高透光性和良好隔热
性，最主要的是去掉了金
属材质，不会影响手机、蓝
牙、WiFi、ETC等信号，但
价格相对要贵一些。

【变化 】：退换车条件更
有利于消费者

虽然汽车三包规定，消费
者有退换车的权利，但在执行
的6年中，真正能顺利退换的
情况并不多，原因就是现有的
规定比较宽泛。

“现有规定中，同一故障
修理超过 5 次可换车，发动
机、变速器累计更换2次后包
退，在三包有效期内，如果汽
车修理时间累计超过35天，
或者同一个产品质量问题引
发的修理累计超过5次，消费
者可以换车。”河南春屹律师
事务所律师望开源表示，在他
们代理的案件中，5次的维修
标准，让大部分当事人感到头
疼，“很多人修到第3次的时
候就会去和商家协商，协商未
果，才会由消费者提起诉讼。”
律师表示，与其他大部分商品
相比，涉及金额较大的汽车商
品，退换货的门槛也更高。

而在即将发布的新三包
规定中，将这两个数字分别缩
减为了维修时间超过30天和
维修次数超过4次，更有利于
消费者，但考虑到大件商品的
折旧费等复杂问题，汽车三包
暂时不会开“汽车商品无理由
退货”的口。

【变化 】：罚款暴增至50
万元

“现行汽车三包政策中，
企业不履行三包责任最高处
罚额度为3万元。这次我们
在三包修订计划中引入消法
的相关条款，对拒不履行三包
责任的行为，最高罚款额度将
提高至50万元。”贺兴表示，
新版三包法对拒不履行的行
为加大了处罚金额，4S店或
厂家将面临高额罚款。

同时，新版汽车三包政策
中，将明确要求汽车主机厂支
持和配合各汽车销售者实施
三包工作，对拒不履行三包政
策的汽车企业也有了更严格
的管理和处罚。

“现有的质量纠纷，一般
是由车主向4S店报障检测，
然后由 4S 店向厂家进行反
馈、备案，再由厂家来确定是
质量问题还是使用问题。”望
开源告诉记者，这个过程中少
则一两个月，多则一年半载，
新三包政策如能加强这方面
的管理，对消费者来说也是好
事。

【变化 】：新能源车纳入
三包法

现版汽车三包政策是
2013年制定并实施的，当时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刚起步，因
此没有被纳入到汽车三包中。

相 关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19年6月，全国新能源车保
有量已达344万辆，占汽车总
量（3.4亿辆）的1.37%，河南金
合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介绍说，
新能源汽车在续航里程、故
障、保险等方面都面临无“法”
可依的尴尬，因此，重新调整
汽车三包政策，为新能源车制
定三包规则迫在眉睫。

贺兴透露，动力蓄电池和
电机将纳入到与发动机、变速
器并列的家用汽车主要系统
中，这两大部件若出现故障，
同样可以免费更换总成，尤其
是把电池着火纳入三包，体现
了新规对动力电池安全问题
的重视。

另外，动力电池衰减也是
消费者最大的顾虑之一。根据
这一特点，新版三包政策将对
动力电池提出质量担保要求，
要求企业在销售纯电动车时，
要向消费者明确标注该车电池
的衰减限值和对应的测试方
法。这意味着，在三包规定期
限内，如果动力电池容量自然
衰减超过限值，厂家需负责。

业内人士认为，新版汽车
三包政策能够进一步保障消
费者的权益，特别是将新能源
汽车的技术特征纳入三包范
围内，能够促进行业的良性发
展，但具体实施和执行的效
果，还要等正式发布之后。

处罚力度提升，严管新能源车

新版汽车三包规定即将发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现有的汽车三包规定自2013年10月1日起在全国
实施，6年以来，虽然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促进汽车
产品质量提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汽车消费和
产品的不断升级，现有政策已无法完全适应市场需求。

日前，国家缺陷产品管理中心三包部主任贺兴在
2019中国车商高峰论坛上发言，表示新版汽车三包规定
即将发布，新政策将在新能源汽车、退换车条件和处罚力
度等方面进行调整。

装了ETC为何过不了高速收费站？
除了车速过快、设备故障外，你贴的车膜可能也是原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重
点工作进展情况通报》显示，截至12月18日，全国ETC
客户已累计1.92亿，使用ETC的车主不断增多，问题也
随之而来。有些车主反映，有时通过收费站会遇到ETC
感应不灵的情况，导致通行受阻。那么，为何会出现这

种情况呢？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元凶”之一竟
然是车主贴的车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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