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冬季后，不少车主发现，爱车
的油耗增加了，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是
开暖风费油？为什么冬季开车费油。
事实上，在同等工况下，冬天车辆的耗
油量，一般是要比其他季节高的。首
先，气温太低导致汽油的热效率变低。
冬天需要的热能更多，发动机必须多做
功才能维持工作温度。冬季由于机油
黏稠度高，同时发动机机体温度低，导
致燃油雾化差，相当一部分燃油未经充
分燃烧就排出去了，没有转化为有效
功，发动机为保证原有的输出功率，必
须增加燃油喷射量。

而冷却水在循环中会带走部分热
量，冬天受气温影响，被冷却水带走的
热量要比夏天多，使得发动机不容易保
持正常工作温度，在这种情况下，发动
机也会靠增加喷油量的方式来维持正
常运转。

其次，冬季车子在外面停驶一晚，
第二天早上启动时往往需要一段时间
预热才能达到额定工况，而这个过程也
是增加燃油消耗的一大原因。

冬天车辆在启动时的燃油消耗到

底有多高呢？有数据显示，冷车行车的
油耗通常是正常油耗的 3—4 倍，即使
冷车行驶一公里后，车辆油耗仍为平时
油耗的 2 倍左右。冬季用车别犯这些
错

不过，除了正常的季节性原因，冬
季错误的用车方式，也会增加油耗。

1、热车时间不宜过长
很多车主都有冬季热车的习惯，不

过一定要注意的是，热车时间不宜过
长，不然会增加油耗。

正确的热车方式是：在原地热车半
分钟到1分钟之后，低转速缓行一小会
儿，转速达到2000转左右最佳，等发动
机水温上来后，就可以正常驾驶了。一
般几分钟即可，其实也就是平时低速开
出小区的时间。

2、错误的开暖风方式也费油
从理论上讲，热风不会启动空调压

缩机，它利用的是发动机的循环冷却系
统产生热量，通过鼓风机向驾驶室内传
递，属于热量再利用。从表面上看，这
个热量即使不用也要产生，并没有额外
的能耗，应该不会额外耗油。不过，如

果热气不足的话不能达到设定温度时，
发动机就要额外做功来产生更多热能，
好供给驾驶室温度要求，这是就要额外
耗油。另外，在充分热车后刚刚启动车
辆时，虽然水温正常，但热气还未产生
充分，如果这时立刻打开热风，发动机
内部润滑不够，摩擦阻力增大，导致发
动机负荷过高，肯定会比较费油。

冬季节油技巧
1、按时保养，勤换空滤，使用合适

的机油型号，防冻液和玻璃水也要特别
注意。

2、经常检查轮胎气压和磨损程度，
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
现象，增加耗油量。而良好的抓地力不
仅安全，还可以帮助汽车省油。

3、适时更换火花塞，如果火花塞使
用的时间太长，也会出现油耗加大的现
象。

4、使用合格或质量较高的汽柴油，
尽量不去小加油站加油。

5、减少汽车负重，定期清理后备
厢，不要在车内放置不必要的杂物。

济阳交警查获新年第一酒驾，进来认识一下！

下雪了！路路有雪“警”，处处是“警”色

车管所积极应对节后业务高峰

电动自行车登记挂牌
济阳交警开展电动自行车挂牌上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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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啦！这样停车会被贴条

交警大队：加大整治力度 维护交通秩序

高考英语听力，济阳交警在行动

冬天开车为什么费油？可能是这些错误做法导致的！

1月2日，车管所迎
来了元旦后第一波业
务高峰。元旦上班第
一天，到济阳车管所办
理挂牌的车辆便排起
了长龙，造成了车辆注
册积压。为了切实满
足群众办理业务的需
求，济阳车管所从细节
入手，着力提升服务质
量、提高办结业务的效
率，竭尽全力地为办事
群众提供优质、满意的
车驾管服务。

为加快推进我区电动自行车登记
挂牌工作进度，济阳交警积极开展上门
服务，1月6日，流动服务小组走进区人
民医院，开展电动自行车登记挂牌上门
服务。

为节省职工时间，民警对现场办理
程序进行了合理简化，力求在最短时间
内为他们办好业务。填写注册登记表、
为上牌的电动车进行验车、拍照，整个
流程非常顺畅、有序，仅几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为电动自行车办理一幅牌照。
同时民警还向群众们宣传电动车交通
安全知识，提醒他们在路上注意安全、
文明驾驶，严禁违法载人。

目前，电动自行车挂牌工作正在如
火如荼地进行中。电动自行车挂牌后，

将有助于对电动车驾驶员驾驶行为的
规范和管理，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涉及电
动车交通事故的发生。

电动自行车挂牌时间
1、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5月31日结束。
2、自2020年6月1日起，停止办理

旧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登记挂牌及临时
号牌发放业务。

3、2020 年6 月1 日起，未悬挂电动
自行车号牌或临时号牌的，不得上道路
行驶。

4、2023 年1 月1 日起，使用过渡期
临时号牌的电动二轮车将不得上道路
行驶。

现场办理点名称及地址

1、济阳区车管所服务点
实验中学对过原交警车管大厅

2、济阳区人保城区代办服务点
开元大街11号人保公司

3、济阳区人保曲堤代办服务点
曲堤镇商业富民街17号

4、济阳区交警垛石中队服务点
垛石镇垛石桥交通安全劝导

站
5、交警二中队（太平）流动服务小

组
6、交警三中队（回河）流动服务小

组
7、交警五中队（城区）流动服务小

组

1月8日上午，全国普
通高校招生英语听力考
试在济北中学、济阳一中
两个考点进行。雨雪过
后，天异常寒冷，济阳交
警克服种种困难，加强考
试车队沿线路口、路段疏
导管控，保障考生乘车安
全。

考试期间，济阳交警
对考场周边路段实行了
交通管制，减少了噪音干
扰，为广大考生创造了良
好的考试环境。

考试完毕后，积极疏
导交通，保障道路畅通。

1月1日01时40分，在
济阳交警组织开展的跨年
夜“平安行动”中，城区中
队巡逻民警在纬二路对一
辆号牌为鲁 A2Z***的小
型汽车进行检查时，发现
该车驾驶人房某雷（男，汉
族，27岁，商河县龙桑寺镇
人）有酒驾嫌疑。经呼气
式酒精仪检测，其结果为
28mg/100mL，涉嫌酒后驾
驶机动车。民警现场对房
某雷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
育，并依法给予了相应的
处罚。

这是我区新年查获的
第一起酒驾。

济阳交警提醒各位司
机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
不喝酒！

酒驾、醉驾是严重的
交通违法犯罪行为，社会
危害性极大，整治酒驾已
成为常态化，为了您和他
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切忌
酒后开车，文明出行、安全
出行。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
花开。1月7日，2020年第一场强降
雪悄然而至。纷纷扬扬的雪花带来
丰收的好意头，但也给出行的车辆
和行人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以雪为令，闻雪而动。济阳交
警立即启动恶劣天气道路交通管理
应急预案，安排民警全员上路上岗，
确保辖区道路安全顺畅。

执勤交警采取固定上岗与巡逻
相结合的方式，重要岗点，在岗在
位，指挥过往车辆减速通过；加大路
面巡逻管控力度，重点路段，加强巡
逻，及时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

飞雪舞动，雪凉风冷。交警浴
雪而立，迎风而战，不畏严寒的身
影，挺拔飒爽的英姿成为城中最靓
丽的雪“警”。济阳交警，守护平安，
与您同行！

雪天行车安全小贴士
01打开车灯
雪天能见度低，驾驶员应开启

雾灯、近光灯，方便观察前方情况。
同时，要开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使
前后行驶车辆看到自身具体位置及
通行情况，方便采取相应措施。

02平稳行车
雪天驾车时要避免急打方向、

急加速或急刹车，尽可能低速行
驶。刹车前最好预踩几下，提醒后
车减速避免追尾。行车中，转弯应
尽量使方向盘平稳，避免车辆侧滑。

03保持牵引力
雪天尤其在路面结冰或下陡坡

情况下，要保持适当牵引力。手动
变速车辆，可在踩制动同时，迅速将
高速挡转入低速挡，抬起离合器踏
板，让发动机牵制力和制动系统同
时产生功效。

04打滑别紧张
行车途中出现侧滑或甩尾，不

要慌。应轻收油门后略微回正方
向，在转向与回正间不断调整，但不
要过大。车辆回正后，轻踩刹车，直
到整个情况完全控制住。侧滑或甩
尾时候切忌猛踩刹车。

05提前减速
通过急弯、桥梁、隧洞时要提前

减速，因急弯、桥梁、隧洞路段在降
雪后与正常路面性质不同，结冰程
度不同，车辆通过时轮胎与路面的
摩擦系数会突然发生变化，极易发
生车辆侧滑，因此要提前降速，保持
时速每小时 10 公里以下，低速小心
通过。

06行车多预测
降雪时应与前车保持更长距离

并尽量选择熟悉路段行驶。如前车
有减速、并线趋势，应提前做好减速
准备。转弯、变道时提前打转向灯，
接近弯道时应尽量使车辆与弯道外
侧保持足够安全距离。

07戴有色眼镜
雪天行走高速公路，常有眩目

情况发生。选戴有色眼镜，既可以
防止眩目，也可以防止眼睛疲劳，更
有利于观察前方情况。

08了解天气路况
出门前，要了解天气情况和沿

途道路通行情况，以便及时调整行
程。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交
管部门的可变情报板提示，按照提
示信息行车。

09调节车内空调除雾
前挡风玻璃出现雾气时，应通

过调节车内空调温度来消除，千万
不可拿棉布、毛巾，边开车边擦拭。

10适当备应急物品
雪天出行，可随车携带防滑链、

硬木块、废旧纸箱等物品，以备车辆
在冰雪路面遇到轮胎打滑等紧急情
况时使用。

为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
道路交通环境，济阳交警集中开
展违法停车查处行动，对违停车
辆进行处罚。今天我们就曝光
一批违停“黑名单”，随机抽取一
部分，快来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

“熟车”
行动中，对不在停车泊位内

停车、不按规定方向停车、非法
占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违法
停放车辆一律依法处罚。

通过查处，有效净化了道路
交通环境，规范了道路交通秩序
管理，为市民出行提供了保障。

道路属于公共交通资源，所
有人共同享用，任何人、任何单
位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违
法占用。所以，一定要有自觉意
识，切不可违法停车、害人害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