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养护学堂

驾驶篇



驾车，安全第一

    生命重于泰山。对每一位车主而言，安全驾驶的概念始终要牢记心头，因为

这是关乎行车安全的大事。

    安全驾驶的不仅与您的驾驶技术、习惯和经验有关，路况、天气等不确定因

素也可能会给您的安全驾驶制造麻烦。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您掌握了正确的驾驶

技巧，同时还了解一些基本的安全驾驶常识，驾车其实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如果您是刚拿到驾照的新手，通过这本手册的介绍，您离一名优秀出色的驾

驶员已经不远了。如果您是有一定驾驶经验的老手，也可以就此提高您的驾驶技

术，消除您的驾驶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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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车注意事项

◆驾车时，请时常通过车内后视镜和左右后视镜观察路面情况。

新手驾驶技巧

◆驾车时，请尽量避免跟在大型车

辆后方行驶，以免行车视线被遮挡。

◆转弯时，请尽量避免把方向盘转

到头，以免因负载过大而损坏转向机。

以左后视镜为例，

当左侧车道内车辆的左

前车头在后视镜中的位

置移动到镜面的左侧边

缘时，说明左后方来车

距离本车已经很近（小

于5 m）。右后视镜的

情况正好相反。

当您从车内后视镜

无法看到后车的车灯或

只能看到后车的发动机

舱盖和前风挡玻璃时，说

明后车距离本车已经很

近（小于10 m）。您可以轻

踩制动踏板，提醒后车司

机注意保持安全车距。



新手驾驶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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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驾车注意事项

◆雨天行车视线不好，请您根据雨势选择合适的雨刮器挡位。如果前方道路

能见度较差，请开启示宽灯、近光灯和雾灯，确保行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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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行车时，请控制好车

速（不超过60 km/h），不要急加

速，更不要超速行驶。同时，不

要急打方向，以免车辆由于路面

湿滑发生侧滑。其次，请与前车

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当车速达

到60 km/h时，请保持30~40 m的

距离），避免由于前车紧急制动

有可能导致的追尾事故发生。

◆如果前方道路有情况发生，请尽量均匀减速，避免把制动踏板踩死，以免

后车司机来不及反应，发生危险。

◆如果雨势较大，能见度较差，请先靠边停车，待雨势减小后，再上路

行驶。

◆雨天停车时，请选择地势较高的道路或地下车库，避开积水路段。此外，

请不要把车停放在树下，以免树枝被风吹断掉落砸伤汽车。

◆雨天行车时，前风挡玻璃

上会有雾气产生，这是由于内外

部温差导致的。消除车内雾气的

方法是打开空调，将风向挡位调

整到吹向前风挡玻璃，利用空调

的制冷功能，可以快速消除车内

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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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水路段驾驶技巧

◆一般认为，车辆能

够安全通过的积水路段，

水深应不超过半个车轮的

高度，否则请不要强行涉

水通过。即使水深在半个

车轮以下，也请小心谨慎

通过。

新手驾驶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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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水前，驾驶手动挡车型，请挂入低速挡位（1挡或2挡）。驾驶装备

手自一体变速器的车辆，请切换到手动换挡模式，同样挂入低速挡位（1挡或2

挡）。驾驶装备自动变速器或CVT无级变速器的车辆，请将挡位挂入L挡或B挡

（低速挡位）。

◆通过积水路段后，由于制动摩擦片与制动盘之间有残留的水，请轻踩几下

制动踏板，利用制动摩擦片与制动盘摩擦产生的热量，将水分蒸发掉，保证制动

效能。

◆涉水时，请稳住油

门踏板，避免车辆在水中

急加速，因为如果车速过

快，溅起的水花可能会通

过进气口窜入进气管，导

致发动机熄火。另外，涉

水时，请避免中途停车、

换挡和急转弯，保证车辆

一次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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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车技巧

◆将车辆倒入与车道垂直的停车位

1.在停车位两侧均有车的情况下，如果从右侧车辆前方倒入停车位，请把车

斜向停在其前方。

2.挂入倒挡，向右打轮，通过右后视镜观察本车的倒车路线。在这个过程

中，本车后保险杠的右端应与右侧车辆的左前车头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0.5~1 

m）。

3.伴随车尾逐渐进入停车位，缓慢回轮，并通过左后视镜观察左侧车辆的右

前车头与本车的距离。

4.待一半车身进入停车位后，回正方向。停好车后，请与左右两侧车辆保持

适当的距离（0.8~1.2 m）。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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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车辆倒入与车道平行的停车位

1.在停车位前后均有车的情况下，请把车停在与停车位前方车辆平齐的位

置，并与其保持1 m左右的距离。

2.挂入倒挡，向右打轮，让车尾先进入停车位，并通过右后视镜观察本车的

倒车路线。

3.伴随车尾逐渐进入停车位，缓慢回轮，并向左打轮，让车头随车尾一起进

入停车位。在这个过程中，请控制好本车右前车头与前方车辆后保险杠左端的距

离，以及本车右后轮与路肩的距离。

4.待车身整体进入停车位后，回正方向，并与前后车保持适当的距离

（0.8~1.2 m）。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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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女性安全驾驶常识

◆请不要在后风挡

玻璃前摆放饰物和玩具

很多女性车主都喜欢

在车内摆放饰物和玩具，

但如果摆放在后风挡玻璃

前，有可能遮挡您通过车

内后视镜观察后方来车的

视线。

◆请不要穿高跟鞋

开车

穿高跟鞋开车会增

大 您 踩 制 动 踏 板 的 难

度。一旦发生紧急情况，

您往往需要踮起脚尖踩

制动踏板。在这个过程

中，脚滑落踏板的几率会

相应增加，而且还容易

扭伤脚踝。

◆请不要戴深色太

阳镜开车

戴深色太阳镜开车会

导致前方视野在一定程度

上被屏蔽，这会削弱您判

断前方路况的能力。一旦

发生紧急情况，容易导致

您误判断或产生错觉，影

响行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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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

●孕妇驾车须知

◆调整座椅位置时，

请以上半身与大腿呈90°

夹角为标准。考虑到孕妇

身材的特殊性，请让腹部

“远离”方向盘下沿至少

两个拳头的距离，避免腹

部受到挤压。

◆系安全带时，请让

安全带的上部从锁骨的中

间位置通过，安全带的下

部从腹部下方穿过，使腹

部正好从以安全带锁扣为

起点、由安全带的上部和

下部分别作为两条边所形

成的夹角中穿过，不受安

全带的约束和挤压。

●孕妇乘车须知

孕妇乘车时，请坐在后排，并系好安全

带。假如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利用前后空间

的缓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事故发生时所

产生的冲击力对孕妇和胎儿造成的伤害。

孕妇最好“远离”汽车驾驶室，这样可以有效降低交通事故给准妈妈们造

成伤害的几率。如果需要驾车外出，也请牢记下面的驾车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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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系统儿童乘车须知

●儿童乘车注意事项

◆针对一岁以下的婴儿，请

坐在后向式的儿童安全座椅，且

座椅最好安装在后排。

◆宝宝满一岁后，可以采用

前向式的儿童安全座椅，但对四

岁以下的儿童（体重不超过18 

kg）而言，后向式的儿童安全座

椅仍然是最安全、最保险的，可

以有效保护儿童的头部和颈椎。

◆四至十二岁儿童的体重一

般在15~36 kg左右，这时可以选择

儿童安全坐垫。使用儿童安全坐垫

把身体垫高后，请系好安全带。

●特别提示

◆不管是前向式还是后向式

的儿童安全座椅，安装在后排要

比安装在前排更能对儿童起到保

护作用。

◆即使坐在儿童安全座椅，

也请系好安全带。

◆对任何年龄段的儿童而

言，后排是最安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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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系统儿童乘车须知

◆儿童独自坐在后

排时，家长们请把后门的

儿童安全门锁调至锁止位

置，这时车门只能从车外

打开，可以防止坐在后排

的儿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

误打开车门而发生危险。

◆家长们开车带孩子

出去时，请避免把孩子一

个人留在车内，这样一方

面可以防止孩子在封闭的

车厢内窒息，另一方面也

可以防止孩子由于顽皮触

碰手制动器、换挡杆等，

避免发生危险。

◆家长们倒车时，

请留意查看车后是否有儿

童，因为儿童的身体尚未

发育成熟，当他们蹲在车

后玩耍时，家长们很难从

后视镜中发现他们，稍有

不慎就有可能发生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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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判断及处理 空调系统

●制动系统常见故障及原因分析

◆制动抖动

制动抖动有可能是因为您在紧急制动时，ABS系统为了防止车轮抱死，采取

“点刹”的制动方式，在这个过程中，车身往往会伴随制动力的逐次施加而产生

抖动。这种由于ABS系统起作用而产生的抖动属于正常现象。

制动摩擦片或制动盘变形以及制动卡钳安装不当也可能产生制动抖动，这种

抖动属于非正常现象，请及时到广汽丰田销售店检查制动系统，消除潜在的安全

隐患。

◆制动异响

制动异响有可能是因为更换制动摩擦片时没有同时更换制动盘。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制动盘的边缘会出现凸起。更换新的制动摩擦片后，

制动盘凸起的边缘与制动摩擦片摩擦，会产生异响。这种异响不会影响车辆的制

动效能。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异响便会自行消除，您也可以到广汽丰田销售店

更换制动盘来消除异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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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系统

●行车时噪声的主要来源

◆风噪

行车时，车身与空气摩擦会

产生振动，有振动就会有声音。

一般来说，车速越快，车身与空

气摩擦越剧烈，振动就越大，风

噪也就越大。风噪不可能完全消

除，关闭车窗可以屏蔽掉很大一

部分风噪。

◆胎噪

行车时，轮胎与路面摩擦会

产生胎噪。与风噪一样，胎噪也

是一种由于车辆正常行驶而产生

的噪声。另外，如果轮胎磨损不均

匀，也可能产生胎噪，这时就请到

广汽丰田销售店检查具体原因。

◆发动机噪声

发动机工作时会产生振动，

振动会产生声音，这是发动机噪

声的主要来源之一。这种噪声属

于正常现象。

如果发动机工作不正常，例

如爆震、失火、拉缸等，也会产

生噪声，这种噪声属于非正常现

象，请及时到广汽丰田销售店对

发动机进行检修，及早排除故障

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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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系统常见问题判断及处理

●汽车跑偏的原因

◆行驶跑偏

行驶跑偏有可能是因为两个前轮的胎压不同，这是针对前轮驱动的车型而言

的。让两个前轮的胎压保持一致就能消除跑偏现象。

轮胎磨损不均匀也可能导致行驶跑偏，这与四轮定位不准确有很大关系。请

您及时到广汽丰田销售店进行四轮定位，消除行驶跑偏。

◆制动跑偏

制动跑偏有可能是因为左右两侧车轮的制动力不平衡。导致制动力不平衡的

原因有很多，例如制动管路中混有空气、制动液泄漏等。

制动摩擦片或制动盘如果磨损严重，也可能产生制动跑偏。一旦出现制动跑

偏，请及时到广汽丰田销售店检查具体原因，及早排除故障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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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胎

制动系统常见问题判断及处理 应急情况处理

驾车时，如果突遇爆胎，

不要慌张，请握稳方向盘，尽

可能地控制车辆的行驶方向。

很多驾驶员可能会在爆胎

的一瞬间下意识地去踩制动踏

板，请不要把制动踏板踩死，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有节奏地进

行“点刹”，这样可以避免车

轮抱死，而且请千万不要使用

驻车制动（手刹）减速，这样

可能造成车轮抱死加重，严重

时甚至会导致汽车原地打转或

翻车。

另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请靠边停车，并在车后放

置三角警示牌，等待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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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系统应急情况处理

●发动机开锅

发动机工作时内部温度很高，如果车辆日常保养不到位或疏于保养，发动机

可能会“闹脾气”，其中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发动机水温过高，也就是通常所

说的“发动机开锅”。

遇到这种情况，请马上靠边停车，关

闭发动机，并请向广汽丰田销售店求助。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向冷却液储液罐中加

入纯净水，作为降温使用，但这样做只能

用于应急，事后请尽快将车辆开至广汽丰

田销售店，重新更换冷却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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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系统应急情况处理

●汽车被水淹严禁强行起动

涉水时，车辆如果熄火，请千万不要

强行起动。因为车辆熄火多半是由于水通

过进气口窜入进气管所致，此时发动机已

停止运转，进入发动机内部的水尚未对发

动机造成严重伤害，只需将车辆尽快拖至

广汽丰田销售店，后续维修相对来说并不

复杂。但是如果强行起动车辆，由于水具

有不可压缩性，在巨大的压力作用下，发

动机连杆很容易被顶弯，严重时甚至会将

气缸盖顶裂，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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