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院瑞金市金都大道 77号 邮编院猿源圆缘园园 电话院渊园苑怨苑冤圆缘圆圆缘怨源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院猿远圆员园圆4园园园园员远 本报法律顾问单位院江西南芳渊瑞金冤律师事务所 顾问律师院钟文华 李彦 刘建兴

08 姻2020年 6 月 24日 星期三 姻责编院朱雪清 校对院杨 芳生活WEEKLY 汽车荫周 刊

高温天气袁人容易野上
火冶袁车辆也容易野上火冶遥
最近看一些新闻报道袁关
于汽车自燃的消息层出不
穷遥 究竟什么原因引发汽
车自燃?高温天气袁刹车片
冒烟了怎么办?

导致刹车片冒烟的原
因很多袁 找出具体原因才
能处理院1. 如果是频繁制
动造成刹车片温度过高而
冒烟袁 不要频繁长时间制
动即可遥 2. 如果是刹车片
配方中有机物含量不合格
或制造工艺不稳定也会冒
烟袁 解决方法是更换刹车
片遥 3. 刹车片安装不到位
导致刹车片摩擦冒烟袁需
要重新安装刹车片遥

刹车片冒烟时候袁建
议可以把车停在无坡度的
平底袁放掉手刹袁挂空挡袁
然后自己推推车看袁 如果
推不动或者推起来比较累
车子才动袁 那就是后轮抱
死了遥 如果不是袁就是另外
一种可能性袁 那就是后轮
制动液有泄露现象滴落在
刹车盘上袁 刹车时产生的
高温致使蒸发乃至燃烧冒
烟遥 无论是上述哪一种原
因或者其他什么毛病袁都
建议车友们去维修店做个
检查袁 毕竟安全是第一位
的遥

汽车刹车片属于易耗
品袁 当刹车片磨损到警戒
线的时候必须要更换遥 下
面就说一下更换刹车片时候有哪些注意
事项遥

1. 更换时要换原厂备件提供的刹车
片袁只有这样袁才能使刹车片和刹车盘之
间的制动效果好袁磨损小遥

2. 更换刹车片时必须使用专用工具
将制动分泵顶回遥 不能用其它撬棍硬压
回袁这样易导致制动钳导向螺丝弯曲袁使
刹车片卡死遥

3. 更换刹车片后袁 一定要踩几脚刹
车袁以消除蹄片与制动盘的间隙袁造成第
一脚没刹车袁易出现事故遥

以上就是更换刹车片的小知识袁希
望能够帮助到各位车主朋友遥 张卡莱

夏天来了袁一场台风暴雨过后袁在
城市道路仿佛能野看海冶遥 因为雨量短
期过大或城市排涝系统不完善袁 很容
易出现车辆集体溺水的情况遥

夏天暴雨季袁爱车该如何防被淹钥
若天灾躲不过袁又该如何利用保险袁让
损失最小化钥 给大家总结出 4 条实用
的汽车小知识遥

1
爱车的涉水深度，要心中有数

涉水深度院 即轮胎触地点与发动
机进气口之间的距离遥 是指车子在水
中缓慢前行的状况下可以安全通过的
水位遥

大体上来说袁 汽车的涉水深度由
车辆底盘的高度所决定袁 也就是在车
型的参数配置表中 野离地间隙冶 一项
渊有些车型会给出冶 最大涉水深度冶冤遥
离地间隙越大袁底盘越高袁您在通过积
水路面时的安全系数就越高遥

我们按日常经验来判断爱车的涉
水深度袁 只要水面低于轮胎中央的车
标位置袁基本就是安全的袁但具体要以
厂商规定的涉水深度为准遥

当水位接近轮胎中央车标位置袁
那就赶快熄火等待救援吧遥

2
了解常住地、目的地的水淹高发区

常住地院 对于自己经常出入的区
域袁如小区袁公司等袁哪里是地势低洼
容易被淹的地方袁要心理有数遥尽量将
车放在地势高的地方遥 不要停在低洼
容易积水的地段袁 如地道洞尧 坑洼地
带尧下坡道尧地下车库等遥

夏季 6-8 月台风暴雨高发期袁建

议多收看天气预报遥 如提前收到异常
天气短信警报袁 这时候尽量不要停在
地下车库遥 若小区物业的地下车库排
水系统不完善袁被淹的可能性大遥

目的地院 如果要开车去往陌生目
的地袁比如农村或山区自驾游的话袁停
车时要向当地人袁 打听当地往年哪些
地方被淹过遥 暴风雨来袭前后避免进
入山区袁万一暴雨引起坍方尧落石尧土
石流袁那要救援的就不仅是车子遥

3
车子被水泡了，保险怎么赔？

问院只买交强险袁车子被水泡袁损
失能赔吗钥

答院如果爱车除了购买交强险外袁
没有购买任何商业保险袁 损失只能由
车主自己承担遥

问院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渊含车损
险冤袁保险怎么赔钥

答院除了购买交强险外袁还购买了
商业保险袁 并且商业保险中包含车损
险遥

车被水浸泡后即时拨打保险公司
客服电话报案袁 保险公司会按照自然
灾害进行理赔处理遥

但此时的车损险对 野发动机进水
后导致的发动机损坏冶是不予赔偿的遥

除发动机之外袁 其他部分的汽车
损伤如内饰尧电脑板等袁将视具体情况
认定责任理赔遥

问院购买交强险尧商业险渊含车损
险冤并购买了涉水险袁保险公司是不是
就都能赔钥

答院大雨浸泡车辆后袁如果车子同
时配备了交强险尧商业险渊含车损险冤
以及附加的涉水险袁 虽然爱车不能泡
水袁但保险公司会为你买单遥

涉水险为渊发动机特别损失保险冤袁

是专门针对发动机购买的附加险遥
被保险车辆在使用过程中袁 因被

保险车辆在积水路面涉水行驶或被保
险机车辆在水中启动而造成发动机的
直接损毁袁保险公司负责赔偿遥

投保车损险才能附加购买涉水
险遥 每次赔偿实行 15%-20%的绝对免
赔率袁 所以车险投保的时候需注意选
择不计免赔险遥

4
爱车被淹后的正确处理步骤

步骤一院电话报案
一发现车辆被浸泡在水里袁 车主

应立刻联系投保的车险公司报案
步骤二院拍照取证
保险公司定损员无法及时到达现

场查验时袁 车主可在保证自己安全的
情况看下袁 拍下现场照片和车辆受损
情况遥

第三步院爱车救援
多雨的夏季车辆被淹的情况是属

于比较常见的袁 此时各救援机构也会
很忙碌袁虽然保险公司与 4S 店能提供
拖车救援服务袁 车主也可自行联系救
援公司进行拖车救援袁 涉及费用需要
看具体的保险公司规定袁 看是否保险
公司会承担遥

第四步院理赔
车子浸水以后袁 具体的理赔工作

会由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根据车辆投保
的险种以及实际损毁程度进行定损理
赔遥

暴雨季行车袁建议车主购买涉水险
渊发动机特别损失保险冤作为附加险种袁
当保险车辆在积水路面涉水行驶或被
水淹后致使发动机损坏可给予赔偿遥

这些关于汽车涉水的小知识袁你
都学会了吗钥 郑希媛

新款传祺GA8
日前袁笔者从广汽传祺官方了解到袁新款 GA8 将于 6 月 28 日

上市遥作为改款车型袁新车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袁并在动力上提供
了 1.8T 和 2.0T 发动机供消费者选择遥

回顾外观袁新款广汽传祺 GA8 采用了全新的家族式设计语言袁
整体造型相比现款在售车型有着较大的改变袁使新车看上去更加年
轻尧时尚遥 细节方面袁新车采用了多边形大嘴式前格栅袁内部加入横
向镀铬饰条进行点缀袁配合两侧微微上扬的大灯组袁让新车看上去
十分运动遥

尾部方面袁新车整体尾部线条十分流畅袁配合全新的 LED 尾灯
组袁 辨识度有所提升遥 在车身尺寸方面袁 新车长宽高分别为 5003/
1868/1505渊1520冤mm袁轴距则是 2900mm袁高度会因是否装配鲨鱼鳍
天线而有所差异遥 相比于现款车型袁新车的轴距降低了 7mm袁车身
也略微变窄遥

内饰方面袁新款 GA8 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袁全液晶仪表配合
大尺寸中控液晶屏组成的连体式设计袁视觉效果较为突出遥 同时袁T
字形中控台的设计也让其整体更加规整遥此外袁镀铬尧钢琴烤漆等元
素的加入袁进一步提升该车的豪华气息遥

动力系统部分袁 根据此前申报信息来看袁 新车将提供代号为
4B20J1 的 2.0T 发动机和 4B18J1 型 1.8T 发动机供消费者选择袁其
最大功率分别为 252 马力渊185 千瓦冤和 226 马力渊166 千瓦冤遥 传动
系统方面袁预计 2.0T 车型匹配的是 8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遥 有关新车
的更多信息袁还需要等待官方正式公布新车的细节和参数遥 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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