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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高温来袭，经过暴晒的地

表温度可超过 40℃。炎热的夏季

也是车辆自燃事故频发的季节。

不同于一般的车辆事故，自燃很可

能造成车辆完全报废，如果处理不

当更会进一步危及生命安全。那

是不是所有的汽车都适合购置自

燃险？自燃险的理赔又要注意哪

些事项？

什么是车辆自燃险？
答：自燃险即车辆附加自燃损

失险，它是机动车车辆损失保险的

一个附加险种，在保险期间内，保

险车辆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本车电

路、线路、油路、供油系统、货物自

身发生问题、机动车运转摩擦起火

引起火灾，造成保险车辆的损失，

以及被保险人在发生该保险事故

时，为减少保险车辆损失而必须要

支出的合理施救费用，保险公司会

进行相应赔偿。车主只有在投保

机动车辆损失保险的基础上，方可

投保车辆自燃险。自燃险每年投

保的费用并不高，与车价、车龄挂

钩，一般是 80~200元不等。

什么样的车需要购买自燃险？
答：一般来说，新车是不需要

上自燃险的，但对于出了质保期的

车辆，建议购买自燃险，并且车龄

越长的投保费用也相对高。如果

真的遇到了车辆自燃的情况，车主

一定要注意当场报火警，否则保险

公司可能会以未报警为由拒绝赔

偿。此外，自燃后的 48小时内车主

必须联系保险公司，不然可能也会

被拒保，最好是让保险公司即时到

现场处理。

什么情况下，购买了自燃险不
予理赔？

答：并非所有自燃情况都进行

赔偿，下述三种情况不予赔付：一、

自燃仅造成电器、线路、油路、供油

和供气系统的损失；二、由于擅自

改装、加装电器及设备导致起火造

成的损失；三、因人工直接供油、高

温烘烤等违反车辆安全操作规则

造成的损失。

怎样避免发生车辆自燃事故，
降低车主损失？

答：不要私自或非法加装、改
装车辆

诸多汽车自燃事故发生，究其

原因主要是消费者加装或改装电

器设备，例如氙气大灯、电加热座

椅、倒车影像、中控大屏、高端音响

等，造成电路过载或电路短路，引

起汽车自燃。

另外，非法改装的车辆存在安

全隐患，影响道路交通安全，交管

部门对于该类车辆是不予核发安

全技术合格标志的，一旦车辆因非

法改装导致自燃，即使购买了自燃

险，厂家和保险公司都不会给予消

费者任何赔偿，相应的损失都应由

消费者自行承担。

经常检查电路安全情况
“电路老化”是导致汽车自燃

的重要因素，车辆使用周期过长之

后，电路随之老化，线路接点可能

会产生松动导致局部电阻过大产

生热能，使导线接点发热引起可燃

材料起火，因此，车主们要定期检

查电路情况，或到店进行检修。

开 车 前 需 仔 细 查 看 车 身 及
底盘

开车前，各位车主需养成“绕

车一周检查”的好习惯，了解车辆

的大体情况，特别是车辆底盘需要

仔细查看是否有漏油、渗油等现

象，一旦发现异常，必须到正规的

4S店进行检修。

车内不放易燃、易爆物品

车内不存放易燃、易爆物品是

每位消费者必须谨记的安全守则，

特别是在夏天，太阳直射下车内温

度极具升高，车内存放该类物品一

旦燃烧或爆炸就会引起车辆自燃，

例如打火机、火柴、油类物品、香水

等都应严禁被存放在车内。

停车位置要合理
许多车主停车时认为只要有

地方停，方便出行就好，没有考虑

到停车位置及周边的环境是否安

全，特别是一些生活在偏远地区

的车主，把车辆停在了易燃物上

或者易燃物附近如稻草堆等，因

车辆长时间行驶后发动机和排气

管下的温度都比较高，停在易燃

物上或者易燃物附近可能会引燃

车身底部或附近的易燃物从而引

起火灾。

汽车自燃险有必要购买吗？

汽车托底，想必一些老司机都

遇到过。当我们快速通过减速带

时，那声“咔噔咣当”的声音让车主

们都心疼了。其实马路上还有好

多底盘杀手，今天就为大家盘点

一下。

1.减速带
易伤部位：前保险杠下延、排

气管、悬挂

减速带是为了让车辆强行减

速通过的。不过减速带设计上没

有标准，高度不一，形状也不一

样。有些比较高，加上有的车主过

减速带没有减速的习惯，就很容易

中招了。一般都是前保险杠和排

气管比较容易被磕。

应对方法：减速通过，这样一

般的减速带都能安全通过，除非你

的车底盘太低了。

2.陡坡的坡顶坡底
易伤部位：前保险杠、排气管、

拉杆等

大家肯定都走过特别陡的坡，

如果底盘比较低的话，走到坡顶时

很容易托底。而下陡坡时也要注

意，因为轿车前保险杠比较突出，

下到坡底时要是速度稍快，很容易

直接磕到地面上。

应对方法：可以斜着上坡下

坡，就是单侧前轮先碰到坡地或者

坡顶。

3.上马路牙子
易伤部位：前保险杠、轮胎壁、

悬挂

上马路牙子不仅容易托底，还

容易刮伤轮胎壁，造成轮胎鼓包或者

爆胎，同时对悬挂也有一定的损伤。

应对方法：不上马路牙子，实

在要上马路牙子的话，也要让轮胎

底面对着马路牙子，不要让轮胎侧

面碰到马路牙子。

4.砖头等异物
易伤部位：油底壳、悬挂、排

气管

路面上经常会碰到异物，比如

大货车遗落的石头、砖头等，如果

被这些异物碰到底盘的话，那可能

就会遭殃了。

应对方法：开车时留意路面，

发现异物提前减速绕行。

5.泥泞道路
易伤部位：前保险杠、悬挂

泥泞道路上开车，路面上都是

被轧起来的凸起，轿车走在这样的

路上势必会托底，要是泥正好包裹

着快石头，肯定会磕伤前保险杠、

底盘。

应对方法：选择绕行，实在不

行慢慢开，尽量让轮胎去轧那些凸

起的泥。

6.路面凹陷
易伤部位：前保险杠、轮胎、

悬挂

车辆通过路面的坑、凹陷、沟

槽什么的也会发生托底等情况，最

重要的是会对轮胎造成损伤，如果

速度快的话可能直接轮胎爆胎。

应对方法：选择绕行，实在不

行就观察路面，注意避让。

7.没有井盖的下水道
易伤部位：轮胎、前保险杠、轮

胎处外包围

要是轧上没有井盖的下水道，

那对车的伤害会很大，轮胎整个陷

下去了，一时半会还出不来。

应对方法：开车时留意路面，

发现深坑提前减速绕行。

（腾飞 整理）

盘点七大底盘杀手

8月 11日上午，南阳和谐骏烨

威马体验中心举办威马 EX5媒体品

鉴试驾会。活动当天，我市车界各

主流、权威媒体代表参与其中，通

过试乘试驾，切身感受了威马新能

源汽车的新风采。

威马 EX5是威马汽车品牌首款

纯电动 SUV，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

正式量产下线。该车采用大部分新

能源车都会应用的封闭式格栅设

计，多边形前大灯组造型犀利，搭

配 LED日间行车灯，尽显时尚。内

饰部分主要以黑/灰色为主，配备

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12.8英寸液

晶大屏 （可自动旋转）。中控台取

消实体按键，科技感十足。动力方

面，威马 EX5的电机动力最大功率

达到 218Ps（160kW），60km/h等速

续航里程 600 公里，NEDC 综合工

况 460公里，还提供续航为 300公
里和 400公里车型。

目前，威马品牌在售车型包括

威马 EX5 400、威马 EX5 460、威

马 EX5 520 以及威马 EX5 PRO 四

款车型，价位区间为 13.98万元—

23.98 万元。威马汽车倡导 C2F 定

制模式，所有威马客户需求的个性

化配置，都可以通过客户端直接向

厂家进行定制。因此，每一台威马

都是独一无二的、与众不同的车

辆。

作为威马汽车在南阳的唯一经

销商，也是本次试驾会的主办方，

南阳信臣西路体验中心信臣西路店

隶属于和谐集团，业务范围集整车

销售、配件供应、信息反馈、售后

服务于一体。

（腾飞）

威马 EX5媒体品鉴试驾会举办

①后胎爆破，方向不会

失控，可反复轻踩刹车，慢
慢停车。

②前轮爆破，汽车会向
破胎一侧跑偏，此时应双手
用力尽量控制住方向盘，缓
松油门踏板，轻度点刹，使
车辆逐渐减速。

注意：急刹车和突然收
油会使车辆重心前移，使汽
车甩尾甚至旋转翻覆。

①第一时间停车熄火，
车上的人尽快全部撤离，取
灭火器在离开车辆一定距
离的地方观察情况，不要贸
然打开发动机舱盖。

②确认无明火，谨慎打开
发动机舱盖，查明原因后依情
况开到维修点或等待救援。

③如果有明火，立即拿
灭火器喷洒，同时拨打 119
求救。

①当你感到车辆要倾翻时，应紧紧抓住方向盘，两脚勾住踏板，使身体固
定，随车体旋转。

②车内乘客应迅速趴到座椅上，抓住车内固定物，使身体夹在座椅中，避免
身体在车内滚动而受伤。

③翻车时，不可顺着翻车方向跳出车外，而应向车辆翻转的相反方向跳跃。
④落地时，应双手抱头顺势向惯性方向滚动或跑开一段距离，避免二次受伤。

①发生制动失灵时，要反复试着踩刹车，迅速从高速挡换入低速挡，利用
发动机的牵引作用降低车速。

②车速有所减缓时，利用手闸制动。如果车速非常快，手闸控制不住，应
利用路边天然障碍物停车。

③在最坏情况下，当汽车要撞击物体时，一定要看准方向，如有时间要关
闭发动机，保持好正确坐姿，尽可能降低伤害。

侧滑多是因为入弯前
刹车过度，使车身载荷前
移，车速较高、转向较晚又
急于打方向引起的。

①如果是刹车过度引
起侧滑，应松开脚刹，反向
轻回方向盘。

②如果是车速高、转向
急引起的侧滑，应松开油门
降低车速，同时向出现侧滑
的一侧轻打方向盘。

①车辆刚刚落水，第一时间打开车门或天窗逃生。
②如果入水后车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可以选择后备箱逃生。方法是：放

倒后排座椅→仰面钻入后备箱→按下逃生按钮。注意：不是所有车辆都能从后
备箱逃生。

③如果没有机会从后备箱逃生，则将面部尽量贴近车顶上部，保证足够空
气，等待水从车的缝隙慢慢涌入，车内外水压平衡后，车门即可打开。

④发现车门和车窗确实无法打开，也可以选择第一时间破窗逃生。注意，挡
风下方是破不开的，可用座椅头枕的钢管插进玻璃缝隙中，向下撬动车窗玻璃。

①当迎面碰撞的主要方位不在驾驶者一侧时，驾驶者应手臂紧握方向盘，
两腿向前蹬直，身体后倾，头靠头枕，保持身体平衡，以免在车辆撞击的一瞬
间，头撞到挡风玻璃上而受伤。

②如果迎面碰撞的主要方位在临近驾驶者座位或者撞击力度大时，驾驶
者应迅速躲离方向盘，将两脚抬起，以免受到挤压而受伤。

③后排的乘客应该向后躺，避开前排的靠背。

汽车资讯汽车资讯

车主课堂车主课堂

如何解决
后视镜盲区问题

开车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掌握了

车辆周围的一切情况，才可以在开车

中提高安全性。前面自然不用说，通

过挡风玻璃就可以清楚看到，但后面

的情况就很难完全掌握了，最大的依

靠就是后视镜，但一块小小的镜子就

能让我们知道后面的一切情况吗？当

然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些盲区，但盲区

的多少直接跟后视镜的调节有关。有

些人发现，不管自己的后视镜如何调

节，始终都会有盲区，这是因为你不懂

得这些技巧，赶紧来学学吧。

其实方法是很简单的，只需要在

后视镜上装一个小圆镜就可以了，它

可以让司机清楚看到后面的情况，同

时也可以进行 360度的旋转，这样很

轻易就可以看到后面的一切情况。这

个小圆镜是玻璃制成的，而且面积也

不大，所以不会给后视镜带来任何的

影响，而且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关键

是它的作用很强，只要安装了它，就不

用再担心会有盲区了。

使用时也是非常方便的，只需要

把小圆镜直接粘在后视镜上，具体的

位置可以根据司机平时开车的情况，

上方下方都可以。如果遇到了下雨

天，它还可以防止雨水粘在后视镜上，

所以即便是在不好的天气里，也可以

清楚掌握到后面的情况。为了可以让

视线变得更好，可以买一个防雨膜粘

在后视镜下，这样不管是多大的雨，都

不用担心镜子上会有雨滴，可以让车

主更加安全。

除了车外两侧的后视镜外，车内

也有一个后视镜，它就在我们头顶的

上方，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如果调

节的好会更方便，它可以让我们清楚

看到后面车辆的情况，同时对距离上

也有个初步的判断，这样就可以知道

自己是不是可以踩刹车了，从而也避

免了追尾的情况，让自己在用车时避

免了很多麻烦。 （综合）

链接

车辆自燃时如何自救？
另外，如果车辆自燃事故的发生避

无可避，那么当车主不幸遇上汽车自

燃，应当如何进行自救或救车呢？车辆

自燃一般都有一个过程，采用正确的自

救措施能有效保护消费者人身和财产

安全，减少实际损失。

首先，如果车主在车辆行驶过程中

发现车辆冒烟或闻到有焦煳味等刺鼻异

味，应立即停车检查，并同时联系 4S 店

告知车辆情况，让专业人士来进行检修。

其次，如果车辆已经起火自燃，应

立即靠边停车，如果车上有灭火设备应

立即采取灭火措施，一旦灭火无效，火

势扩大，应立即疏散人群，远离火源，拨

打 119火警电话。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