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市一乐

“车市一乐”栏目参与方式：市
民凡是发现和车有关的幽默标语及
场景，就可通过照片形式上传到
2271793669@qq.com，或 者 通 过 微
信公众号“鹰城微车市”发送给我
们。上传图片一经刊发，即可获得
精美礼品一份。

“我和我的小伙伴都
惊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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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车友·车讲堂第68期
一周资讯

汽车名词解释

本报讯 5月11日上午9点，平
顶山日报社汽车工作室的微车
友·车讲堂准时开讲。

“车买了不到一年，车漆已黯
淡无光，还有几处明显划痕，请问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漆面养护
平时要注意什么？”“汽车漆面保
养 都 有 哪 些 项 目 ？ 哪 个 更
好？”……讲堂开始后，微友们便
开始陆续提问。据悉，当天车讲
堂由平顶山荣盛通售后高级技师
田敬歌进行讲解。

针对每个微友的提问，田敬
歌都给予了详细解答：“在日常生
活中，漆面杀手无处不在。在太
阳紫外线的照射下自然氧化；大
气中的油烟和污染物造成车漆褪
色、变色；昆虫、鸟粪、树汁、焦油、
沥青引起的蚀痕等都会对车漆造
成损伤。车漆保养主要项目有打
蜡、封釉、镀膜等，车友们平时就
要重视汽车漆面的养护，定期保
养才能光彩照人。”

据田敬歌介绍，车辆使用前
后，要及时清除车体上的灰尘，尽
量减少车身静电对灰尘的吸附。
车辆长期不用，尽量把车停放在
车库里，避免日晒，减少雨淋。若
淋雨需及时用清水冲洗雨渍，不
然雨水里的酸性物质会损害漆
面。洗车时，最好等发动机冷却

后进行，不要在烈日或高温下清
洗车辆，以免洗洁剂被烘干而留
下痕迹。冲洗车辆时要用专用洗
涤剂和中性活水，不能使用碱性大
的洗衣粉、肥皂水和洗涤灵，它们
会加速漆面老化。擦洗车辆要用
干净、柔软的抹布或海绵，防止混
入金属屑和沙粒。不要干擦车身，
上面的小沙粒可能会磨损漆面留
下划痕。对一些特殊的腐蚀性极
强的痕迹，要用专用清洁剂及时
清洗，不要随意使用刀片剐削或
用化学品消除，以免伤害漆面。

现在汽车漆面保养项目很
多，要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

打蜡是通过研磨的方式将漆蜡渗
透入漆面的缝隙中，使表面平整
并增加光亮度，这种护理方法比
较常用，价格也最便宜。只是车
蜡的持久性差，淋过几次雨就会
失去原有的光亮效果。值得注意
的是，蜡里面的硅对车漆有氧化
作用，建议新车尽量不要打蜡。
封釉可以增加车漆强度，防止风
沙打在车身造成的细小划痕，而
且抗高温耐紫外线；保持时间相
对较长，对漆面有实质性的保护
作用。缺点是釉是从石油里提取
出来的化合物，会伤害车漆；封釉
时的高频次抛光打磨对车漆也是

一种损坏。镀膜对漆面保护的效
果最好，可以避免氧化，达到使漆
面增亮、抗酸碱、抗氧化、抗紫外
线等多重功效；膜的材料本身是
一种无机物，对车漆没有损害；一
般在给车镀膜时，车身由于老化
而变色脆化的漆皮及长年腐蚀形
成的氧化层会一并除掉，可增加
漆面硬度，避免小的划痕；保持时
间也比较长。

田敬歌说：“夏天已经来临，
车友们一定不要忽视汽车漆面的
日常养护，提前给爱车做一个全
车保护，不仅省时省力，更能延长
漆面寿命。”

据汽车工作室工作人员介
绍，微车友群里有汽车工作室长
期合作的汽修、汽配商家，他们每
周五上午9点在该微信群开设的

“车辆知识讲堂”里，针对微友提
出的关于私家车的养护、维修、使
用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予专业
解答，时间为30分钟，目的就是为
了让车主更加合理、正确地使用爱
车。微友们也可以在群里分享讨
论一些和汽车相关的话题，包括爱
车故事、用车生活、所见所闻、所感
所想等。专家的一个提醒和建议，
微友的一次经验和提议，都可能会
让其他微友避免在用车过程中出
现类似的问题。 （代桂平）

汽车漆面日常养护莫忽视

本报讯“夏天到来，天气炎
热。汽车在太阳下放上一段时
间，打开车门就会感觉热浪迎面
扑来，车内温度高得让人不敢靠
近，汽车该如何防晒？汽车暴晒
后会有哪些危害？有什么好的防
晒招数呢？”昨天上午，在平顶山
日报传媒集团汽车工作室的微车
友群中，微友周女士说出了令自
己头疼的问题。

平顶山马自达瑞昊店售后总
监杨晓东说：“汽车暴晒后，不但
车内外都发烫，还会造成一定的
危害。暴晒后车内温度升高，车
厢内缺氧，甲醛含量升高，会带来
健康隐患；车漆褪色，产生裂纹；
车胎与滚烫的地面摩擦，容易爆
胎；内饰老化，发生变形；汽车自
燃等。所以夏季做好汽车防晒工
作很重要。”

据杨晓东介绍：汽车防晒，这
些招数一定要尽早知道。

使用汽车遮阳挡

汽车遮阳挡能够很好地保护
车辆，免受太阳暴晒的影响。遮
阳挡有全车的、前挡风玻璃的，如
果车辆贴了车膜，单独使用前挡
风玻璃遮阳挡即可，因为车辆前
方最容易被太阳晒透，而且前方
的塑料件也最容易老化变形，遮
阳挡遮住了中控台，能减缓部件
老化的速度。

全车太阳膜

要做好汽车防晒工作，最好
选择全车防爆隔热太阳膜，能有
效阻断太阳热量，价钱可能高一
些，但是能达到不错的隔热效
果。最好选择到正规、专业的店
贴膜，质量及贴膜的技术都有保
证。

停放在车库或者阴凉处

停车时，尽量把车停在车库

里，如果没有条件，停在建筑物或
者树木等阴凉处，这样可使车辆
躲避太阳直射，免受烈焰的炙烤，
进入车辆时也不会感觉烤得难受
了。

使用好车罩

最直接的汽车防晒用品，避
免露天直接暴晒，而且还能防尘、
防鸟粪等，一举多得。购买时应
选择厚实一些的车罩，这样使用
时间能长一些，最好根据车型，选
择配套车罩。

适当留出小窗缝

在停车时，如果走不远，车辆
又没有阴凉地可停，车窗留个小
缝隙，以手伸不进去为宜，这样可
保证车内外空气流通，避免车内
温度过高。但要注意天气变化，

阴雨天一定要关好车窗。
杨晓东说：“如果车辆已经暴

晒，车内要迅速降温。首先打开副
驾驶的窗户，开关5-6次驾驶室的
门，排除热空气。然后将所有车窗
打开，启动外循环，将风速调到最
大，等车厢内温度下降到人体可以
承受的时候再开启内循环。”

据了解，微车友群采用自愿
加入的方式，为广大成员提供汽
车销售与咨询、维修保养、汽车
美容装潢、汽车用品选购及保
险、二手车、汽车金融分期、用车
提醒、自驾游等一系列汽车服务
和异业联盟、会员活动、资源整
合、平台搭建等增值服务。有意
向合作商家也可直接拨打电话
15603751862 与平顶山日报社汽
车工作室联系。

该微信群实行编号制度，入
群后把姓名、电话、身份证号码、
车牌号、车品牌按顺序告知群主，

然后由群主编号。“微友编号就如
同一张会员卡，可以享受汽车工
作室合作商家不定期推出的折扣
优惠和免费福利，所以入群车主
一定要记得问群主索要编号。”汽
车工作室的工作人员说。

如果您想加入微车友群，可直
接扫描微车友群的微信二维码，或
者直接在微信上搜索群主微信号
2271793669 添加为好友后，便会
被群主邀请入群。 （代桂平）

高温来袭，五妙招防晒

智能轮胎

智能轮胎内装有计算机芯片，
计算机芯片与胎体相连接，它能自
动监控并调节轮胎的行驶温度和气
压，使其在不同情况下都能保持最
佳的运行状态，既提高了安全系数，
又节省了开支。估计若干年后的智
能轮胎在探测到路面潮湿后能改变
轮胎的花纹，以防打滑。

制动距离

制动距离(mm)：制动距离是衡
量一款车的制动性能的关键性参数
之一，它的意思就是在车辆处于某
一时速的情况下，从开始制动到完
全静止车辆所行驶的里程。

（代桂平 整理）

本报讯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
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4月，汽
车产销环比有所下降，同比增长较
快。与前 3个月相比，1月至 4月，
汽车产量同比结束下降，呈小幅增
长，销量增速有所提升。

数 据 显 示 ，4 月 ，汽 车 生 产
239.74万辆，环比下降8.79%，同比
增长12.27%；销售231.86万辆，环比
下降 12.71%，同比增长 11.47%。其
中，乘用车生产199.98万辆，环比下
降 9.06%，同比增长 12.17%；销售
191.44万辆，环比下降 11.72%，同比
增长11.16%。1月至4月，汽车产销
941.98万辆和950.12万辆，同比增长
1.78%和4.78%。

新 能 源 车 继 续 保 持 高 速 增
长。4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8.1万辆和 8.2万辆，比上年同期
分别增长 117.7%和 138.4%。其中，
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6.4万辆
和 6.5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11.5%和 126.8%。1月至 4月，新能
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3.2 万辆和
22.5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42.4%和 149.2%。其中纯电动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17.2万辆和16.8万
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20.6%和
130.5%。 （钟景）

中汽协：
前4个月汽车
产量小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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