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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今社会当中袁
我们无时无刻不是生活
在规则的小框框中袁就
算是驾驶车辆袁 我们也
同样会受到各种规则的
制约遥 在诸多的条款之
中袁 最受广大车主们头
疼的就是喝酒了袁 毕竟
在我国有句话说的非常
到位野开车不喝酒袁喝酒
不开车浴 冶那么对于酒驾
的标准袁你了解过么钥今
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
下袁 没喝酒居然被查酒
驾遥 千万注意这几种东
西袁吃完不要开车遥

因荔枝
荔枝是很多人都非

常喜爱的一种热带水
果袁在炎炎夏日当中袁吃
上一颗冰镇荔枝后袁凉
爽的香甜气息在口中弥
漫袁 是一件非常舒服的
事情浴 但是有一点各位
一定要记住了袁 如果吃
完了荔枝袁 尽量不要去
开车上路袁 否则很容易
被查出酒驾浴 这是因为
在荔枝的汁水当中袁蕴含了大量的糖分袁所以
在运输过程中袁经过长时间的发酵后袁特别容
易产生乙醇袁在我们吃过荔枝后袁口腔中的分
解酶会与荔枝中的乙醇发生化学反应袁从而分
解出酒精浴 我们都知道就要酒精检测超过
20mg/100ml 就是酒后驾驶袁 而超过 80mg/
100m 就是醉酒驾驶遥 一般吃一颗荔枝就能达
到酒后驾驶袁超出两颗就是醉驾遥

因漱口水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袁购买商品

的时候袁 我们很少会去查看其中蕴含的成分袁
除非是有特殊状况的人袁例如说少数民族渊回
族冤袁特殊人群渊孕妇或有过敏症状人群冤等袁所
以很多人在买东西的时候袁都只看名字袁在大
概了解这类商品中没有野酒冶后袁会直接购买使
用浴但是你们知道么钥漱口水这种商品袁它的组
成成分就有酒精浴 虽然它不是酒袁但是在我们
用过漱口水之后袁也是会被警察叔叔检测成酒
驾的遥

因腐乳
腐乳是我国的特产美食之一袁它在我国有

着下饭菜的美誉袁但是你们知道么钥 在吃过腐
乳去开车的话袁也是会被查出酒驾的浴 这是因
为为了防止发酵腐乳的时候袁 防止其腐化袁所
以厂家会在腐乳中添加酒精成分袁或者是在腐
乳进行发酵的过程中加入食用色素红曲霉袁这
种霉在发酵发酵的时候袁 是会产生酒精成分
的袁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了袁如果在饭后开车
的话袁千万不要去吃腐乳袁以此来避免给自己
带来完全没有必要的小麻烦遥

因蛋黄派
很多人都十分的好奇袁蛋黄派怎么会和酒

驾挂钩呢钥 其实蛋黄派在生产过程中袁为了能
够使其拥有足够的水分袁所以厂家都会在蛋黄
派中加入一些酒精成分袁不过也并不排除某些
商家为了增加蛋黄派的口味袁加入了酒曲进行
后期发酵遥 除了蛋黄派外袁软面包尧巧克力派尧
草莓派等食物袁或多或少的都会有酒精成分蕴
含其中遥 所以在开车的过程中袁我们还是尽量
不要用蛋黄派之类的食物袁去填饱肚子遥

除此之外袁还有藿香正气水尧酸梅汤尧葡萄
干等都能被测出酒驾袁 只要和交警说明情况袁
过一段时间测试就可以了袁但喝酒的人是逃不
出法网的袁所以大家要牢记野喝酒不开车袁开车
不喝酒冶这句话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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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作为夏季与冬季之间的过
渡期袁 爱车在经历高温与雨淋之后
将要面对低温与风雪的考验袁 小编
提醒你即使对爱车进行秋季换季保
养袁可以防患于未然袁减少车辆在出
问题的几率袁 所以对于车主来说不
能忽视遥

音轮胎的保养与更换
轮胎是汽车最重要的部件之

一袁轮胎老化后会有安全隐患袁也会
在正常驾驶的途中增加油耗遥 如果
轮胎磨损严重袁 鼓包或轮胎被扎补
比较多都需要及时更换轮胎遥

还有平时车主要注意胎压袁天
气炎热的时候去洗车或者维护时会
给打上标准胎压的数值袁 但是这个
数值有相对来说会低点袁 那么到了
秋季的时候天气慢慢变凉就需要把
胎压调高点遥 而不注意胎压袁就很有
可能引发爆胎发生安全事故遥 平时
在车上备上胎压检测器袁 出门前可
以检查一下车况确保安全行驶遥

音发动机的保养
发动机保养显然非常关键袁因

为发动机是整台汽车的心脏遥 在炎

热的夏天对于发动机的保养就显得
格外重要袁 因为一旦发动机出现了
哪里的磨损袁 对那些坐在车上的人
来说袁安全就不能够得到保障遥 所以
一定要对于发动机的零件进行专业
性的检查袁 一旦发现磨损的话一定
要进行保养遥

音更换雨刮胶条
经过整个夏季的太阳暴晒袁橡

胶做的雨刮胶条都会出现一定程度
的老化袁 如果下雨时发现车窗刮不
干净了袁会引起很大的安全隐患遥 那
么袁我们就要备上一副雨刮了袁自己
动手更换比去 4S 店划算多了遥

推荐使用无骨雨刷袁 因为它内
置弹力钢片袁 能够使压力均匀地分
布在玻璃表面袁 与车窗玻璃的贴合
度更高袁 因此可以比传统有骨雨刷
刮得更干净袁噪音也会小很多遥

音防护打蜡袁去污上光
在车辆的使用中袁爱车被风吹

日晒雨淋的是不可避免的袁 漆面
难免会受到腐蚀加速老化遥 特别
是到了秋季袁 空气干燥灰尘也会
增多遥 那么在日常的保养就很重

要了袁洗车的时候可以顺便打蜡袁
恢复光泽度袁 形成保护层将车漆
保护起来遥

还有一个方法是镀膜袁 能有效
地阻挡太阳的照射袁 更好地保护车
漆遥 既然保养的方法都提到了袁那么
平时的保护也是很重要的袁 在不用
车的时候袁 又没车库遮挡时可以买
个车罩来保护好你的爱车袁 避免停
在树下秋季树叶的掉落堆积在车
上遥

音蓄电池保养
汽车蓄电池的电极接线处袁是

汽车进入秋季最容易出问题的地
方袁 检查时如果发现电极接线处有
绿色氧化物袁一定要尽快处理袁因为
这些绿色氧化物会引起发电机电量
不足袁使电池处于亏电状态袁严重时
还会引起电池报废袁 或者使车辆无
法起动遥

蓄电池内电解液也不能亏缺袁
保持将铅板淹没 10mm 为宜袁 并保
持充电量袁如果电池充电不足袁极易
在严寒中裂损遥 需要提醒车主车辆
行驶 3 年左右袁 就应考虑对蓄电池
进行更换遥 严清洋

9 月 27 日袁 一汽丰田亚洲龙 2.0L 车型
正式上市销售袁新车推出了野进取版冶尧野豪华
版冶尧野XLE 尊享版冶和野XLE 尊贵版冶这 4 款
车型袁 官方指导售价分别为 19.98 万元尧
21.78 万元尧22.48 万元和 23.98 万元遥新车延
续了 2.5L 车型的外观造型和内饰设计袁并标
配 LED 灯组尧9 英寸中控屏尧10 气囊尧TSS 智
力行安全系统尧胎压监测等实用配置袁同时
也将进一步降低购买门槛遥

车身侧面的造型与 2.5L 车型如出一辙袁
车 身 的 长 宽 高 也 同 样 分 别 为 4975mm/
1850mm/1450mm袁 轴距依旧是 2870mm袁市
场定位中型车遥 其中野进取版冶和野豪华版冶配
备的是 17 英寸轮毂袁 轮胎规格为 215/55
R17曰而两款 XLE 车型最是 18 英寸轮毂袁轮
胎规格为 235/45 R18遥

内饰方面袁亚洲龙 2.0L 车型延续了 2.5L
车型的内饰设计和布局袁并配有三幅式多工
鞥方向盘尧7 英寸仪表盘和 9 英寸多媒体中
控屏袁 同时还增加了百度 CarLife 手机互联
的功能遥 除低配的进取版之外袁其它车型均
配备真皮座椅袁 驾驶席座椅还支持电动 10
向渊含腰部支撑冤调节袁副驾座椅则为电动 4
向调节袁后排座椅均支持 6:4 比例放倒遥

配置方面袁2.0L 车型还标配了自动折叠
加热外后视镜尧无钥匙进入尧一键启动尧自动
空调尧电子手刹尧AUTOHOLD 电子驻车尧后
排空调出风口尧4 个 USB 接口尧HAC 上坡辅
助尧10 气囊尧TPMS 胎压监测尧VSC 车身稳定
控制尧TRC 牵引力控制尧BA 刹车辅助和
TSS 智行安全等系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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