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养护学堂

生活篇



生活，因汽车而精彩

    您在买车险的时候是否存在这样的疑虑：五花八门的险种，保障范围各是

什么？什么样的车险组合既安心又省钱？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如何理赔？以上问

题可能会让您大伤脑筋，而这正是本手册前半部分的内容要致力解决的问题。

相信通过本手册的介绍，您之前的疑虑将会迎刃而解。

    许多车主都有假期自驾车出游的习惯，出游前后如何养护车辆以及出游时

需要注意的事项，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不要以为车辆养护只是销售店的

事情，一些简单的车辆检查或养护项目其实完全可以“DIY”，这不仅可以增加您

对车辆的了解和认识，还能让您享受到“自己动手，出游无忧”的乐趣。在本手

册的后半部分，您会看到有关自驾车出游方面的内容，祝愿您的每一次出游都平

安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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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常用术语

●保险常用术语

◆保险人：又称“承保人”，是指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并承担赔偿或给付

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

◆投保人：是指与保

险人签订保险合同，并按

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

险费义务的车辆所有人

或管理人。

◆被保险人：是指按

照保险合同，在发生交通

事故之后，享有保险金请

求权的人。投保人往往就

是被保险人。

◆保险责任：是指保

险人承担的经济损失补

偿或人身保险金给付的

责任。即保险合同中约定

由保险人承担的危险范

围，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

所负的赔偿责任，包括损

害赔偿、责任赔偿、保险金给付、施救费用、救助费用、诉讼费用等。

◆责任限额：是指保险人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交强险条款中

的责任限额是指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保险人对每次事故所有受害人的人

身伤亡、医疗费用和财产损失所分别承担的最高赔偿金额。

◆责任免除：是指根据法律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人对某些风险造成

的车辆损失补偿不承担赔付保险金的责任。



常见车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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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强险

交强险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车辆因发生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受害人的人身

伤亡和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

交强险的保险期间为一年，其最大特点是具有强制性，车辆所有人或管理

人必须投保，车辆才能上牌、年检以及上路行驶，且在发生第三者损失需要理赔

时，必须先赔付交强险，再赔付其他险种。

目前，交强险费率实行与被保险车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交通事故记

录相联系的浮动机制。

交强险费率浮动因素及比率如下：
浮动因素 浮动比率

与道路交通事故

相联系的浮动A

A1 上一个年度未发生有责任道路交通事故 -10%

A2 上两个年度未发生有责任道路交通事故 -20%

A3 上三个及以上年度未发生有责任道路交通事故 -30%

A4 上一个年度发生一次有责任不涉及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0%

A5 上一个年度发生两次及两次以上有责任道路交通事故 10%

A6 上一个年度发生有责任道路交通死亡事故 30%

交强险最终保险费计算方法是：交强险最终保险费=交强险基础保险费×

（1+与道路交通事故相联系的浮动比率A）

注：家庭自用汽车6座以下的交强险基础保险费为950元，家庭自用汽车6座及以上的交强险基础保险费为

1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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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商业保险

汽车商业保险主要分为基本险和附加险，基本险包括盗抢险、第三者责任

险、车辆损失险和车上人员责任险。

◆盗抢险

盗抢险的保险责任包括全车因被盗窃、被抢劫、被抢夺所造成的车辆损失，

以及期间车辆受损或车上零部件、附属设备丢失需要修复的合理费用。盗抢险

实行20%的绝对免赔率，即车辆被盗抢后，被保险人可从保险公司获得相当于车

辆实际价值80%的赔偿。

如果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始终停放在比较安全可靠的正规停车场，您可以考

虑不投保盗抢险，但如果您不放心车辆的安全，投保盗抢险可以为您增加一份

安全保障。

另外，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如果小偷砸碎了玻璃盗窃车内财物，保险公司

只会对玻璃损失进行赔偿，而不会赔偿车内财物损失。“非全车遭盗窃，仅车上

零部件或附属设备被盗窃”，属于盗抢险的责任免除条款，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因此，请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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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车险种类

◆车辆损失险

车辆损失险是指被保险车辆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自然灾害或发生交通事

故，导致被保险车辆受损，被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的规定获得赔偿。

车辆损失险是车险种类中用途最广泛的险种，无论是小刮小蹭，还是严重

受损，都可以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对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者责任险

第三者责任险是指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员在使用被保险车辆时发生交

通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

赔偿责任，保险公司负责赔偿。

由于交强险对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赔偿额度较低，您可以考虑购

买第三者责任险作为交强险的补充。

第三者责任险与车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区别
第三者责任险 车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保障对象 指定座位上的人员，为不确定的人 一般为确定的人

事故范围 使用车辆时，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 所有意外伤害事故

赔偿范围
属于车主需要负担的丧葬费、伤亡赔偿、医

疗费和误工费等项目

身故、残疾和医疗费用，部分还包括紧急救

援和费用垫付等增值服务

价格水平
驾驶员座位每万元约40元左右，其他座位每

万元约25元左右
每万元约10元左右

适合状况 车辆经常由不同人员驾驶或搭载不同人员 车辆主要由固定几个家庭成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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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上人员责任险

车上人员责任险负责赔偿因发生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本车驾驶员和乘客的人

身伤亡及财产损失。根据被保险人承担不同的事故责任，车上人员责任险实行

不同的免赔率，请您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和自身的实际需要来投保。

◆不计免赔特约险

不计免赔特约险属于汽车商业保险的附加险。该险种是指发生交通事故，

按照投保的基本险条款规定的免赔率计算的、应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的免赔金

额部分，保险公司负责赔偿。

也就是说，由于车辆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实行绝对免赔率：被保险人负

事故的全部责任免赔20%，负主要责任免赔15%，负同等责任免赔10%，负次要

责任免赔5%。如果投保不计免赔特约险，免赔金额部分也可以由保险公司负责

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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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车险组合

组合二：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第三

者责任险/不计免赔特约险+盗抢险/划

痕险—适合对保险要求一般、要求保

险经济实惠的被保险人投保。

组合三：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第三

者责任险/不计免赔特约险—适合只

要求基础保障、车龄较长或购买二手

车的被保险人投保。

●如何选择合适的车险组合？

组合一：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特约险+车上人员责任

险/盗抢险/划痕险/玻璃险—适合新车主以及消费能力较高、要求保险全面周

到的被保险人投保。

交强险属于强制保险制度，汽车商业保险则是您根据自身的车辆使用情

况自愿投保的。以下是几种常见的车险组合，您可以根据自身的风险承担能力

和具体保障需求选择合适的车险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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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交通事故如何理赔？

保险理赔流程

◆第一步：报案

发生交通事故，如果出

现人员伤亡，请先拨打120急

救电话和122事故报警电话，

并打电话向保险公司报案。

◆第二步：定损

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

对车辆损失进行核定，定损

完毕后开始修理受损车辆。

给第三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

失所支付的赔偿金，理赔前

也要经保险公司核定赔偿项

目和相关证据。

◆第三步：理赔

保险公司自收到赔偿申

请之日起1日内，书面告知被

保险人需要提供的与赔偿有

关的证明和资料。自收到证

明和资料之日起5日内，对是

否属于保险责任作出核定，

并将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

不属于保险责任的，书面说

明理由；对属于保险责任的，

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协议

后10日内，赔付保险金。

    特别提示：按照保险理赔流程，您在向公安交管部门报案后，需在48小时之内向保险公司报案。若保

险公司未到现场定损，赔偿金额则无法计算，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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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

●典型理赔案例之小刮蹭

保险理赔流程

◆单车事故

单车事故是指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当事人仅车辆一方，无其他事故当事

方的交通事故。如果您投保了车辆损失险，最好在事故现场与保险公司取得联

系，这样可以按照正常的保险理赔流程进行理赔。

不过，如果您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及时联系保险公司，可以先自行拍照，作为

以后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的凭据，但是这种情况保险公司可能不能保证能够全

额赔偿您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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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

◆双车或多车事故

发生双车或多车事故时，如果事故责任认定不清，请先在事故现场摆放三角

警示牌，提醒后车注意避让。之后，请迅速拨打122事故报警电话，等待交警前来

处理，并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按照正常的保险理赔流程进行理赔。

如果事故责任认定不清，为了不影响正常的交通运行秩序，请先用手机或相

机对事故现场进行拍照取证，尤其是正面、侧面、碰撞部位等角度。拍照时最好

有能反映事故现场路段的场景，如红绿灯、桥区进出口、车道线等。

之后，请将车辆挪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记录事故车辆和驾驶员的信息，包

括车牌号、保单号、身份证号、联系方式等，并约定时间共同到保险公司报案，进

行保险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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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系统

●典型理赔案例之水淹车

保险理赔流程

举例来说，如果停放在路边或地下车库里的车辆被淹，车辆内饰、坐垫的清

洗费用和拖车费保险公司可以赔偿。如果车辆被淹情况严重，有可能导致车上电

子元器件受损，更换电子元器件的费用也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但是如果发

动机出现问题，保险公司不予赔偿，因为保险公司会认为，即使车辆被淹，只要

不起动，发动机就不会损坏。

车辆损失险条款中，因雷击、暴雨、洪水、雹灾、海啸等原因造成被保险

车辆的损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但发动机进水后导致的发动机损坏，通常属

于车辆损失险的责任免除条款，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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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系统

虽然车辆被淹导致的发动机损失属于车辆损失险的责任免除条款，但您可以

通过投保涉水险，在碰到车辆被淹情况时，就发动机损失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

作为新衍生出来的一种车险，涉水险是指车主为发动机购买的附加险，也称

发动机特别损失险。

涉水险的保险责任是指车辆在通过积水路段时被淹致使发动机损坏，保险公

司负责赔偿，但是如果车辆被淹后，您强行起动车辆导致发动机损坏，那么保险

公司将不予赔偿。所以，车辆被水淹，请千万不要强行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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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前的车辆检查

◆检查油液

汽车的油液是指发动机舱内

的各种油液，主要包括机油、制动

液、防冻液、玻璃清洗液等。

请注意检查各种油液的液面

位置是否在上下液位线的范围之

内，如果低于液位下限，请及时到

广汽丰田销售店添加。另外，出于

检查的准确性考虑，车辆各种油

液的检查请在冷车状态下进行。

◆检查车灯

车灯的作用一方面是为车辆行驶提供必要的照明，为驾驶员照亮前方视野，

另一方面还有提醒其他车辆和行人的作用。因此，自驾游之前请注意检查车灯工

作是否正常。

不同于销售店的车辆检查，出游前有些车辆检查项目是您可以自己动手

完成的，这个过程不仅简单易行，而且能让您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爱车，让自驾

游多一份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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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蓄电池

自驾游之前，请您仔细检查一

下蓄电池正负极的连接情况，确认

接头连接得是否牢固，必要时请到

广汽丰田销售店由专业维修技师进

行检查。

◆检查随车工具

为了应对旅途中的突发情况，

千斤顶、套筒扳手、拖车绳、拖车

钩、三角警示牌等基本的随车工具

请随车携带。另外，如果在自驾游

途中需要在野外过夜，还请携带保

暖衣物、手电、帐篷、睡袋、急救药

品等户外用品，并确保备有足够的

食物和饮用水。

◆检查轮胎

检查轮胎主要以检查轮胎气压

和胎面磨损情况为主。胎压请参考各

个车型的不同要求，胎面磨损情况以

测量轮胎花纹深度是否达到磨损极限

值（一般为1.6 mm）为准。同时，

还请注意检查胎侧是否有划痕、裂

缝、鼓包等现象，因为在日常行驶过

程中，胎侧的损伤更容易引发爆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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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时的安全驾驶

◆超车时请提前开启左转向灯

●高速公路安全驾驶注意事项

◆如果车辆突然爆胎请保持冷静

如果车辆在高速公路上突然爆胎，千万不要惊慌，请采取正确的处理措施：

双手握紧方向盘，尽可能地控制车辆的行驶方向。制动时，切记不要把制动踏

板踩死，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有节奏地进行“点刹”，而且，禁止使用驻车制动（手

刹）减速，因为这样很有可能会造成车轮抱死加重，严重时甚至会导致车辆原地

打转或翻车。

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请留意观察道路指示牌，尤其是在不熟悉路况的情

况下，更请注意观察交通标志和道路指示牌，不能等到快到出口时才猛减速、急

并线，更不能在驶过出口之后在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同时，在高速公路上行车

时，请严格遵守限速标志。

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

如果从最内侧车道超车，请

提前开启左转向灯，目的是

提醒前后方车辆注意避让，

以免因前方车辆突然并线而

发生危险。

◆留意观察道路指示牌及限速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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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泞道路安全驾驶注意事项

◆在泥泞道路上行车时，车速不宜过快

由于泥泞道路路面坑洼不平，所以行驶速度不宜过快。如果车速过快，车身

振动加剧，悬架所受路面冲击较大，不仅会影响悬架的性能，还有可能“拖底”，

导致底盘出现磕碰。此外，不管是上坡还是下坡，都请控制好车速，并选择合适

挡位。下坡时，不能空挡滑行，如果空挡滑行，车辆有可能失控，发生侧滑。

◆请谨慎选择通过路面

泥泞道路路面坑洼湿滑，有些地方如果有积水，是很难通过肉眼判断路面

情况的，因此，请谨慎选择通过路面。通常情况下，如果路面上有前车行驶过后

留下的车辙，沿着前车的车辙行驶会比较安全。必要时，您可以下车实地查看一

下路况，确保车辆在通过泥泞道路时不会陷入其中。

◆如果车辆陷入泥泞请保持冷静

车辆如果不幸陷入泥泞，首先请保持冷静，立即停车，不要勉强进退，更不

可猛踩油门踏板，以免越陷越深。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把随车携带的木板或垫板

等物品铺在陷入泥泞的车轮下面，以增大摩擦力。另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也可以向其他车辆寻求帮助，将受困车辆拖出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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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系统

●山路行车安全驾驶注意事项

◆上下坡时，请选择合适挡位，下坡严禁空挡滑行

制动系统出游时的安全驾驶

◆夜间在山路上行车时，请多使用灯光和鸣笛

夜间行车时，首先要做的就是降低车速。此外，请多使用灯光和鸣笛。进

入弯道前，可以提前鸣笛，也可以使用远光灯闪烁几下，通过这种方式向对面

来车发出信号，注意行车安全。

◆在山路上行车时，会车、超车请小心谨慎

在山路上会车时，请小心谨慎。

进入弯道前，请提前减速并鸣笛，提

醒对面来车注意安全。在山路上超

车时，请选择较为宽阔且平直的道

路，事先观察对面是否有来车，并鸣

笛示意前后方车辆注意安全。超车

后，请迅速回到原车道行驶。另外，

禁止在弯道超车，以免发生危险。

上坡时，对手动挡车型而言，请选

择中低速挡位（二挡或三挡），利用发

动机输出的大扭矩爬坡。对自动挡车型

而言，请切换到手动换挡模式或使用S

挡，以获得更大的牵引力。

下坡时，手动挡车型严禁空挡滑

行，自动挡车型请控制好车速，避免车

速过快。而且，请不要长时间踩住制动

踏板不放，以免制动盘和制动摩擦片

过热，导致制动系统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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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系统制动系统出游后的车辆检查

出游后，请对车辆进行及时检查，防止出游后的车辆由于出游时的“过度

疲劳”而影响以后的正常使用。

◆轮胎是出游后车辆检查重点

长途行车后，首先请检查胎压，

其次是检查轮胎的胎面和胎侧是否

有明显损伤、胎面花纹的沟槽中是

否有石子等异物。如果轮胎已经露

出花纹磨损标记，请及时更换轮胎。

◆制动系统检查不容忽视

长途行车后，请一定要着重检

查制动系统。除了确保制动液储液

量足够以外，还请着重检查前后轮

制动摩擦片以及车辆在行驶过程中

是否存在制动抖动、制动异响和制

动跑偏等现象。由于制动系统检查

的专业性较强，请您到广汽丰田销

售店进行全面检查。

◆容易受伤的底盘应受到关注

出游后，请对底盘给予特别关

注，尤其是检查油底壳、变速器箱

体由于在起伏不平的路面上磕碰可

能出现的漏油现象。由于底盘的位

置比较特殊，受限于设备和场地条

件，请您到广汽丰田销售店由专业

维修技师全面检查底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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