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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聊聊汽汽车车配配置置这这点点事事儿儿
温温馨馨贴贴示示

开车十二招
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到了4S店去保养，店家经常会
跟你说，你的刹车片要换了。
或者，正时皮带老化了，要换
了等等。到底这些汽车部件什
么时候该换呢？

青年车(0-4年车龄)

一般来说，一辆车在使用
的头两年是生命的巅峰期，只
要进行常规保养，基本不会有
什么问题。主要的保养工作需
包括：更换机油、检查转向装
置、检查更换刹车片、更换四
滤等。

◆四滤(机油、空气、空调
和汽油滤清器统称)：最常见的
周期性保养配件。(5000-1 . 5
万公里)。

◆雨刮片：保证驾驶视线
清晰，保证行车安全。(1年)

◆刹车片：建议每次小保
养的时候都需要检查刹车片

磨损情况。(3-4万公里，2年)
◆燃油泵：将燃油从燃油

箱中吸出、加压后输送到供油
管中，和燃油压力调节器配合
建立一定的燃油压力。(3-4万
公里，2年)

◆减振器：减振器是悬挂
系统的一部分，如果减振器的
弹簧不再有弹性，在高速行驶
时就会抖动得很厉害，下雨天
特别危险。(5-6万公里，3-4年)

◆火花塞：(6-8万公里，3
-4年)

◆制动液/防冻液：(通常
在6-7万公里，3-4年时间内)

◆蓄电池：3-4年

中年车(4-7年车龄)

超过4年的车辆，打个比
方就像“人到了中年”，很多零
部件都会有所松动，尤其是经
过长途高速颠簸的车辆。再加
上一些车内的各种橡胶管的

自然老化等等问题。对于一台
行驶到中年期的车辆，除了常
规保养外，要格外关注以下部
件的保养维修：

◆正时系统：正时系统是
发动机传动的核心部件，包含
了正时皮带以及相关的轮系。
通常车辆在行驶了7万到10万
公里的时候，就该检查或更换
正时系统，如果车子行驶到半
途时正时皮带突然断裂可能
会导致发动机损坏，那代价可
就太大了。

◆橡胶管：这个车龄阶段
内，漏黑油、漏水等问题时常
出现。这是由于橡胶管的自然
老化引起的。

◆冷却液储水器：五年左
右的车辆，水缸可能会被里面
的化学物腐蚀，因此有些车子
的水缸开始漏水。

老年车(7-10年车龄)

由于汽车寿命的限定，
在我国，汽车一般到了1 0年
就 该 退 休 了 ，如 果 保 养 得
当，爱车还能健康如期完成
使 命 。除 此 之 外 ，大 部 分 自
动 变 速 的 车 子 也 应 该 在 这
个时候维修自动变速箱。当
然 底 盘 系 统 也 应 该 仔 细 检
查 维 修 一 番 。总 得 来 说 ，这
个 阶 段 就 是 以 检 查 更 换 维
修为主了。

◆水箱：7年，10-12万公
里

◆检查自动变速箱，电子
节气门更换，三元催化器更
换：7年，10万公里

◆离合器总成：包含了离
合器压盘，离合器从动盘和分
离轴承。12-15万公里需要更
换。

其他例如动力系统和变
速箱系统中的油封，减振系统
中的曲轴带轮等部件也可视
故障程度而进行更换。

不不同同车车龄龄的的车车保保养养该该换换什什么么部部件件

招式一：跟车要决
不跟大货、出租车、公交车、

外地车，甚至不跟面包车，好处自
己去体会。

招式二：勤按喇叭
特别是在山路或小城镇，警

告行人和车辆。当禁用喇叭时，用
变换远近光灯提醒。

招式三：宁走中间，不沿
路边

如果三车道，第二车道可有
效避免左右拐的车。

招式四：见缝插针
如果是在拥挤的城市里，您

非常规矩，别人都会欺负您。

招式五：跟紧前车
如果车多，一旦没有跟紧前

面的车，后面的车会插队，甚至行
人和自行车都会跟您抢道。

招式六：远离路人
车辆擦刮无所谓，总之有保

险公司，但行人是老虎的屁股，千
万摸不得。现在很多车，轻轻沾上
行人，少则几百上千，多则倾家荡
产。离开行人远点。

招式七：危险时间
午间时分大脑神经已趋疲

劳，反应灵敏度减弱。黄昏时分光
线由阴转暗，容易出现视觉障碍。
午夜时分人的生理节律处于大脑
反应迟钝、血压降低、手足血管神
经僵硬麻痹的状态。

招式八：省油绝招
迅速起动，减少升温时间。适

当换挡，尽可能以直接挡行驶。坚
持中速行驶。提前采取措施，减少
制动及避免紧急制动。减少发动
机空转。

招式九：善待爱车
磨合好您的车，受益多多。

招式十：正确姿势
去看看《小心您的腰》。

招式十一：勤做保养
付出的劳动回报非常值得。

招式十二：前后左右
除了保持与前后的安全距离

外，还应尽量避免与左右手的车
辆保持并列行驶，通过提速超车
或放慢速度来错开并列行驶者，
并列行驶的最大坏处是分心，容
易使注意力从前方分散到左右，
造成紧张不安的情绪。

买车时，大家除了考虑
车型、品牌、性价比之外，很
多人在配置上十分纠结，是
买价格更低的低配车型，还
是买售价偏高的高配车。多
数人购车时都有这方面的
苦恼：再加2000元就有真皮
座椅了，再加3000又多了导
航，再高一点的配置又有很
喜欢的天窗等等。而在实际
使用中哪些是你需要的，哪
些对你来说是多余的呢？

现在的汽车，高科技配置
越来越多，特别是那些多媒体
系统，其实真正用到的时候并
不多。还有价格不菲的导航功
能，现在智能手机上的导航已
经很全面很好用了。配置高当
然好，但都是要花钱买的，每
个人的需求不一样，选车的目
的也不一样。今天就跟大家分
析一下这些配置，看能否为即
将买车的朋友省下一点钱。

真皮座椅

汽车配置中，首当其冲的
就是能让整车豪华感暴增的
真皮座椅。真皮座椅确实是很
多买车人衡量是否“高大上”
的重要指标，如果爱车不是真
皮座椅，觉得马上掉几个档
次。所以很多人不管花多少钱
买车，都希望能有个真皮座
椅。但开过车的人都知道，真
皮座椅虽然高档，但冬冷夏
热，出点汗还粘在身上，真是
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而且真皮
座椅脏了以后也特别难清洗，
还得经常保养。其实织物座椅
挺好，冬暖夏凉，而且还没有
异味，一般10万元以下的车很
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真皮，所以
经济型的车子不要太过于追
求真皮座椅。

座椅加热

这个配置在北方特别实
用，而对温度较高的南方，这
个配置看起来确实有点多余
了。而最坑爹的是，如果看中
了某款高配车型，其座椅加热
已经配备了，这就等于用钱买
了不需要的配置，座椅加热这
个配置可以视情况而定。

座椅记忆

关于座椅记忆功能，这是
很多定位较高的车型才出现
的配置，这个配置其实比较
坑。往往一辆车的车主一般都
不会经常变动，即使是家人
开，有电动座椅几秒钟就可以
搞定，不费时不费力，所以说
座椅记忆只是豪华车为了把
豪华感做得更极致，但是使用
数次很少。

一键启动

一键启动是比较受欢迎
的功能之一，但是必须配备无
匙进入，两者缺一不可。如果
只有一键启动的话，那确实是
浪费钱的鸡肋配置了。

多功能方向盘

这个很靠谱，多功能方向
盘增加了驾车时操作多媒体
的便利性，从而避免因为驾车
时需要操作多媒体而出现不
必要的危险，能让驾驶者更加
专心地开车。

换挡拨片

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在凸
显着运动性，而凸显运动性的
一个必要因素就是在方向盘
后面放一对换挡拨片，不过换
挡拨片在您日常驾驶时真的
有很大用处么？现如今大部分
车型都使用手自一体变速箱，
如果您平时根本不用手动模
式，那么换挡拨片也就发挥不
了它的用处了。一般宣称运动
性的家用车，很大一部分的车
主根本就没那闲情使用换挡

拨片，除非是性能跑车或者超
级跑车。

天窗

有天窗固然好，但是也不
要盲目追求，天窗大多只是加
强了车内的采光，所谓的浪
漫，新鲜空气等等都是无稽之
谈，不值得花大价钱去追求。

定速巡航

定速巡航在欧美确实非
常实用。在国内，如果你开车
的路况好，还经常跑高速，定
速巡航确实是个不错的功能。

行车自动落锁

行车自动落锁功能的初
衷是为了防止行车过程中车
门被误打开而造成事故，特别
是针对家里有小孩子的车主，
这个功能还是很实用的。

电加热后视镜

雨雪天气的时候，您有没
有遇到过外后视镜完全看不
清的情况？具有加热功能的后
视镜，遇到这种情况时，驾驶
员只需开启加热按钮，后视镜
便可以通过镶嵌于镜片后的
电热丝加热，除去镜片表面的
水滴。这项配置对车主的实际
帮助很大。

倒车雷达

倒车的时候有可能因为
看不见后面的情况而出现磕
碰之类的，虽然不严重，但也

相当闹心不是么？所以倒车雷
达和倒车影像的存在能在最
大限度减少这种情况的出现。
这个确实是很实用的配置，特
别是对新手来说。

自动防眩目后视镜

在城市夜间行驶中，往往
会遇到不能够规范使用汽车
大灯的车辆，而受害者更是哑
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防炫目
后视镜利用简单的物理学原
理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需
要人根据环境的不同手动转
换，在转换的过程中就会分散
驾驶员的注意力。自动防炫目
后视镜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问
题。

大灯延时关闭

车灯延时关闭，简单地说
就是在夜晚回家停好车并且
离开车子后，车灯不会立刻熄
灭，大灯仍将点亮一段时间，
好让车主从容回家。坦率地说
这个功能能有几位车主真正
用得上呢？这个东西从设计思
路来说非常人性化，但是有的
车是停在地下停车场，总得来
说确实有点多余。如果有自己
的车库，还要照明干嘛。相信
没多少车主把这个功能当作
硬性要求吧。

安全气囊

安全气囊的数量可是不
嫌多的，而其他的安全配置，
包括ABS、ESP等等，当然也是
多多益善，可能一辈子都用不
上，如果很不幸的需要用上
了，这绝对是值得付出的。

出 售
抵顶新车
吉利全球鹰GX7

2012款，1 . 8L精英

版：灰色、手动挡、带天

窗，真皮座椅 ,带行李

架，倒车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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