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驾驶员安全行车操作规程 

 

第一章 驾驶员安全操作职责 

  

    1、严格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自觉遵守国家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以及单位的各项安全规章制度，积极参加、接受单位的安全培训和安

全活动，不断提高业务知识，养成良好的驾驶作风和守法 习惯。 

    2、文明驾驶，依法经营，认真钻研业务，精心保管和爱护车辆，熟悉车辆

的安全技术性能，掌握车辆的 常规维护、修理技能，确保车辆的转向、制动、

灯光等综合安全技术状况良好和各项安全设施齐全有效。 

    3、严格执行出车前、行驶中、回场后的日常维护制度，自觉配合安全检查，

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机件不符合要求等具有安全隐患的车辆。饮酒、服用国

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车辆的疾病，或者过度

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禁止驾驶车辆。 

    4、按驾驶证、从业资格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车辆，出车时带齐证件，服

从管理，按规定线路、时间运行，严禁“三超一疲”。 

    5、行车前检查车辆的装载情况是否符合规定，严禁超载或人货混装，杜绝

旅客携带危险品上车。 

    6、车辆起步前必须先关好车门，服从站务人员旗笛指挥，无指挥的起步前

须仔细观察车辆周围情况，确认安全后方可起步，车未停稳严禁上下客。 

    7、以人为本，旅客至上，文明服务，热情待客，遇有危急病人和伤员，应

救死扶伤，全力相助。为保护 企业和旅客、货主的合法权益，在确保人身安全

的前提下，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见义勇为，弘扬正气。 

    8、发生交通事故时，必须立即停车，保护好现场，积极抢救伤者和财产，

按规定放置警告标志，并迅速向交警部门、车辆单位及保险公司报案，并主动配

合有关部门做好事故的调查和处理工作。 

  

第二章 驾驶车辆的操作 

  

    一、发车前的操作 

    1、认真检查车辆技术状况是否完好，做好出车前的例行保养，检查各种证

件是否齐全、有效，开具《行车命令》。 

    2、检查车厢内卫生以及车容、车貌是否整洁，准备好 VCD 光盘，并检查影

视、音响设备是否完好。 

    3、检查纯净水、清洁袋、晕车药等为旅客服务的用品是否完备。 

    4、驾驶人员统一着装，佩戴服务证，按规定发车时间提前 10 分钟进入指定

车位，将《行车命令》交付检票人员，打开行李仓，站于车门旁迎客，指导并帮

助有行李的旅客将行李放入行李仓。 

    5、旅客上车完毕后，关闭行李仓和车门，严禁闲杂人员进入车厢。 

    6、核对行包与行包票是否相符，快件与结算清单、交接清单是否相符。严

禁货物超重，询查可疑物品，配合车站做好危险品检查工作，关好行李仓门和车

门。 

    7、发车前，驾驶员应向旅客进行发车前安全喊话，告知旅客注意乘车安全

事项。 



    二、车辆运行中操作 

    1、行驶途中要遵守交通法规，集中精力、谨慎驾驶，确保安全。 

    2、遇有公安、运管人员的检查时，要主动接受检查，并配合检查人员做好

旅客解释工作。 

    3、车辆运行中严禁有接打手机、抽烟、饮食、闲谈或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

行为。 

    4、主动帮助乘客解决困难，不与乘客争吵，严禁打、骂乘客。途中带客要

检查行李，防止旅客携带危险品乘车。途中休息要在服务区或安全地点，并对旅

客交待安全注意事项。发车时清点人数，不得漏客、甩客。途中不得随意开启行

李仓，防止下车旅客拿错行李。 

    5、途中有旅客下车时，要选择安全地段，靠边停车，提醒旅客注意安全。

高速公路（含服务区）严禁上下客。 

    三、车辆到站后操作 

    1、车辆到站后要进行到站喊话，提醒旅客不要遗漏物品，在车辆停稳后打

开车门。 

    2、在旅客全部下车后开启行李仓门，如有快件货物，做好快件货物交接手

续。 

    3、做好车辆内部的整洁工作，整理车内的附属设施，并按要求及时更换、

清洗随车配备的物品。 

    4、做好车辆回场后的例保检查、报修、清洗工作，做好行车记录。 

  

第三章 车辆日常维护操作 

  

    一、日常维护的基本要求 

    日常维护是日常性作业，由驾驶员操作执行，其中心内容是清洁、补充和安

全检视。车辆日常维护分出车前、行车中、收车后三个阶段操作，并特别注意轮

胎的使用。 

    二、出车前的维护要求 

    出车前，对汽车各部润滑油（脂）、燃料、冷却液、制动液及液压油和轮胎

气压等进行检查补充，保证行车前油液充足、清洁和性能良好，保证轮胎气压符

合要求、对车辆制动、转向、传动、悬架、灯光信号等部位和装置以及发动机运

转状态进行检查、校紧，确保安全技术状况良好，严禁车辆带病行驶。 

    三、行驶中的维护要求 

    行车中注意观察各仪表的工作状态，车辆有无异响、异味及异常现象。途中

休息时，检查轮胎的气压、车辆有无渗漏现象。天气炎热以及下山时应检查轮毂

温度，若温度过高，应将车停在阴凉通风处自然降温。 

    四、回场后的维护要求 

    回场后要做好行车记录，添加燃油、补充冷却水（防冻液），查看轮胎气压，

对车辆进行清洁，进行例保或一保作业。如有故障，到指定维修地点进行维修。 

    五、轮胎使用要求 

    轮胎符合安全管理的规定，营运车辆的前轮胎面花纹深度必须保持 60％以

上，后轮 20％以上。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轮胎不得使用 

    1、不相配的轮胎。 

    2、出现局部破裂而引起结块与撕裂的。 



    3、帘布层或帘布线的任何部分有裸露的。 

    4、帘布层中有开裂大于 25mm的。 

    5、轮胎剖面宽度大于 10%的开口的。 

  

第四章 车辆行驶及停车的操作 

  

    一、驾驶员的安全行为 

    驾驶车辆不得有下列行为： 

    1、车门没有关好时起步行车的。 

    2、在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前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和行驶中擦档风玻璃。 

    3、接打电话、观看电视、吸烟、闲谈、饮食或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

的。 

    4、下陡坡时熄火或者空档滑行的或高速滑行、上坡曲线行驶、急弯处占道

小转弯行驶。 

    5、向道路上抛撒物品的。 

    6、连续驾驶车辆超过 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 20分钟的。 

    二、临时停车操作规定 

    车辆在道路上临时停车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1、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行人道之间

没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 

    2、交叉路口、铁路道口、急弯路、宽度不足 4 米的窄路、桥梁、陡坡、隧

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 50米以内的路段，不得停车。 

    3、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消防队（站）门前以及距离上

述地点 30米以内的路段，不得停车。 

    4、车未停稳不得开启车门和上下人员，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5、临时停车应当紧靠道路右侧，驾驶员不得离开车辆，在上下人员或者装

卸物品后，立即驶离。 

    三、车辆行驶的其它规定 

    1、行经漫水路或漫水桥时,应当察明水情,确定安全后,低速大油门通过。 

    2、行经铁路道口的，应当按照当地铁道部门指定的铁路道口、时间通过。 

    3、行经渡口，应当服从渡口管理人员指挥，按照指定地点依次空车登渡，

上下渡船时低速慢行。 

    4、在停车场、广场、居民区内，车辆应当低速行驶，避让行人。有限速标

志的，应按限速标志行驶。 

    四、车辆使用灯光时的操作 

    车辆应当按照下列规定使用转向灯： 

    1、向左转弯、向左变更车道、准备超车、驶离停车地点或者掉头时，应当

提前开启左转向灯； 

    2、向右转弯、向右变更车道、超车完毕驶回原车道、靠路边停车时，应当

提前开启右转向灯。 

    3、车辆在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或者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

能见度情况下行驶时，应当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后位灯，但同方向行驶的后车

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不得使用远光灯。车辆雾天行驶应当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

闪光灯。 



    4、车辆在夜间通过急弯、陡坡、拱桥、人行横道或者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

的路口时，应当交替使用远近光灯示意。 

    5、车辆驶近急弯、坡道顶端等影响安全视距的路段时，应当减速慢行，并

鸣喇叭示意。 

    6、车辆在道路上发生故障，需要停车排除故障时，驾驶员应当立即开启危

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难以移动的，应当持续开启

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一定距离设置警告牌等措施扩大示警距离。夜间

还应当开启示廓灯和后位灯，必要时迅速报警。 

    7、车辆从匝道驶入高速公路，应当开启左转向灯，在不妨碍已在高速公路

内的车辆正常行驶的情况下驶入车道。车辆驶离高速公路时，应当开启右转向灯，

驶入减速车道，降低车速后驶离。 

    五、同向行驶时的操作 

    在道路同方向划有 2 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左侧为快速车道,右侧为慢车道。

在快速车道的车辆应当按照快速车道的速度行驶，未达到快速车道规定行驶速度

的，应当在慢速车道行驶。有交通标志标明行驶速度的，按照标明的行驶速度行

驶。慢速车道内的车辆超过前车时，可以借用快速车道行驶。 

    在道路同方向划有 2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车辆不得影响相关车道

内行驶的车辆正常行驶。 

    六、行驶速度控制的操作 

    车辆在道路上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线标明的速度。在没有限速标志、

标线的道路上，车辆不得超过下列最高行驶速度： 

    1、没有道路中心线的道路、城市道路每小时 30 公里，公路为每小时 40 公

里； 

    2、同方向只有 1条机动车道的道路，城市道路为每小时 50 公里，公路为每

小时 70 公里。 

    3、车辆行驶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最高行驶速度不得超过 20公里 

    （1）进出非机动车道，通过铁路道口、急弯路、窄路、窄桥时； 

    （2）掉头、转弯、下坡时； 

    （3）遇雾、雨、雪、沙尘（大风）、冰雹、能见度在 50米以内时； 

    （4）牵引发生故障的机动车时。 

    七、车辆超车时的操作 

    同车道行驶的车辆，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有

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超车： 

    1、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 

    2、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的； 

    3、前车为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的； 

    4、行经铁路道口、交叉路口、窄桥、弯桥、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

交通流量大的路段等没有超车条件的。 

    5、车辆超车时，应当提前开启左转向灯、变换使用远、近灯或者鸣喇叭。

在没有道路中心线或者同方向只有 1条机动车的道路上，前车遇后车发出超车信

号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降低速度、靠右让路。后车应当在确认有充足的

安全距离后，从前车的左侧超越，在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的安全距离后，开启右

转向灯，驶回原车道。 

    八、遇相对方向来车时的操作 



    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道路上，车辆遇相对方向来车时应当

遵守下列规定： 

    1、减速靠右行驶，并与其他车辆、行人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2、在有障碍的路段，无障碍的一方先行；但有障碍的一方已驶入障碍路段

而无障碍的一方未驶入时，有障碍的一方先行； 

    3、在狭窄的坡路，上坡的一方先行；但下坡的一方已行至中途而上坡的一

方未上坡时，下坡的一方先行； 

    4、在狭窄的山路，不靠山体的一方先行； 

    5、夜间会车应当在距相对方向来车 150 米以外改用近光灯，在窄路、窄桥

与非机动车会车应使用近光灯。 

    九、掉头、左转弯时的操作 

    1、车辆在有禁止掉头或者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以及在铁路道口、

人行横道、桥梁急转弯、陡坡、隧道或者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不得掉头。 

    2、车辆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方可以掉头，

但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 

    十、倒车时的操作 

    车辆倒车时，应当察明车后情况，确认安全后倒车。不得在铁路道口、交叉

路口、单行路、桥梁、急弯、陡坡或者隧道中、高速公路倒车。 

    十一、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时的操作 

    车辆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行驶： 

    1、在划有导向车道的路口，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进入导向车道

后不得变更车道； 

    2、准备进入环形路口的让已在路口内的机动车先行； 

    3、向左转弯时靠路口中心点左侧转弯，转弯时开启左转向灯，夜间行驶开

启近光灯； 

    4、遇放行信号时，依次通过； 

    5、遇停止信号时，依次停在停止线以外。没有停止线的，停在路口以外； 

    6、向右转弯遇有同车道前车正在等候放行信号时，依次停车等候； 

    7、在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行人

先行。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  机动车让左边转弯车辆先行。 

    十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时的操作 

    车辆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

相关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 

    2、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进入路口前停车暸望，让右方道路的来

车先行； 

    3、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先行； 

    4、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的机动车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十三、遇有前方交通堵塞时的操作 

    1、车辆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堵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

入路口。 

    2、车辆在遇有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应当依次排队，

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

候。 



    3、车辆在车道减少的路口、路段，遇有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

行驶，应当每车道一辆依次交替驶入车道减少后的路口、路段。 

    十四、通过铁路道口时的操作 

    1、车辆在通过铁路道口时应该遵循“宁停 3分，不抢一秒”的原则。 

    2、时速不得超过 20公里，并服从铁路管理人员的指挥。 

    3、遇有道口栏杆（栏门）关闭、音响器发出报警、红灯闪亮或看守人员示

意停止行进时，须靠道路右侧依次停在停止线以外；没有停止线的，停在距最外

股铁轨的 5米以外处。 

    4、车辆在铁路道口停车等待时，要拉紧制动，以防车辆发生溜滑。 

    5、火车通过时，应立即做好发动汽车和起步的准备，一旦放行，应立即起

步。 

    6、穿越铁路时，必须低速一气通过，不得在火车通过区换档、制动、减速、

停车，以免车辆在铁路上熄火。同时注意凸出路面的道叉、枕木，以防损伤轮胎。

握紧方向盘，防止轮胎通过轨道时方向盘发生转动而击伤手臂。 

    7、在行驶到无人看守的铁路道口的时要停车观察，如果路口两边有物体挡

住视线，看不清两边有无火车驶近时，必须下车察看，在确认没有火车通过的时

才能通行。不得贸然通过，更不准与火车抢行。 

  

第五章 车辆装载及牵引时的操作 

  

    一、车辆装载规定 

    1、车辆载运货物长度、宽度不得超出车厢。不得超重、超长、超宽、超高。、

严禁装载易燃、易爆、易腐蚀、有幅射的各类危险物品。 

    2、客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行包在装载时，

应包装完好、摆放安全。不得夹带易燃、易爆、易腐蚀、有幅射的各类危险物品。

装在行李架上的行包应固定、用油布覆盖；装入行李仓的行包，应固定并锁好仓

门。严禁在营运班车车箱内装载货物以及大件铁器等物品。 

    3、客车行李架载货，从车顶起高度不得超过 0.5 米，从地面起高度不得超

过 4米。 

    4、客车载客不得超过核定的载客人数，两证不符时按核载人数少的执行。

在载客人数已满的情况下，按照规定免票的儿童不得超过核定载客人数的 10%。 

    5、客车行驶中，发现旅客在车厢内走动、躺卧、打闹、将身体（如头、手）

伸出窗外等可能发生危险的现象，驾乘人员应立即予以阻止。客车应按规定在途

中带客，不得在夜间、危险路段和违章带客，严禁旅客夹带危险品上车，严禁旅

客车未停稳上下车和上下行包。 

    二、牵引故障机动车的规定 

    1、被牵引的机动车除驾驶员外不得载人，不得拖带挂车。 

    2、被牵引的机动车宽度不得大于牵引机动车的宽度。 

    3、使用软连接牵引装置时，牵引车与被牵引车之间的距离应当大于 4 米小

于 10米。 

    4、对制动失效的被牵引车，应当使用硬连接牵引装置牵引。 

    5、牵引车和被牵引车应当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6、汽车吊车和轮式专用机械车不得牵引车辆。 

    7、转向或者照明、信号装置失效的故障机动车，应当使用专用清障车拖。 



    8、小型载客汽车只允许牵引总质量 700千克以下的挂车。 

    三、牵引车与被牵引车的行驶 

    1、汽车牵引故障车辆时只准拖带一辆。 

    2、挂车的载质量不准超过牵引车的载质量。连接装置必须牢固，防护网和

挂车的制动器、标杆、标杆灯、转向灯、尾灯必须齐全有效。 

    3、机动车转向器、灯光装置失效时，不准被牵引。 

    4、牵引故障车辆时须由正式驾驶人操作，并不准载人或拖带挂车。挂车宽

度不准大于牵引车宽度。用软连接牵引装置时，与牵引车须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制动器失效时，须用硬连接牵引装置。 

    5、牵引发生故障的机动车时，最高时速不准超过 20km／h。 

  

第六章 高速公路行驶时的操作 

  

    一、高速公路通行规定 

    1、进入高速公路前要检查车辆的技术状况，保证车况良好。 

    2、驾、乘人员必须按规定正确使用安全带。 

    3、保持正确的驾驶姿势，因为正确的驾驶姿势可以减轻疲劳和防止操作失

误。 

    4、在高速公路干线车流中行驶时，应适应车流情况保持稳定车速行驶，不

要经常改变车速、车道。 

    5、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由于车辆在高速行驶，如果跟车距离过近，极易发

生追尾事故。驾驶人在跟车时如掌握不住间距，可目测虚线，一般车道分隔线长

度为 6米，间隔为 9米。车速为 60km／h 时，最低应与前车保持 60m的距离，车

速为 100km／h时，最低应与前车保持 l00m 的安全距离。 

    6、谨慎超越车辆。由于车辆行驶速度很高，在超车时，观察判断要准确，

操作要果断： 

    （1）正确判断与前车的速度差。在自车已接近最高限速且与前车的速度差

不很大时，不宜超车。 

    （2）注意观察后方车辆动态。超车之前，在观察前方车辆的同时，必须对

后方的车辆动态予以充分注视，并打开左转向灯表示自己的超车意图。如果这时

发现主车道上的后续车辆左转向灯已在闪亮，则自己应暂时停止超车。 

    （3）谨慎转入超车道。由主车道转向超车道时，应特别谨慎。打开左转向

灯后，确认安全后变换车道。 

    7、高速公路收费口附近是事故的多发区域，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1）遵守限速规定。 

    （2）根据各收费口上的信号指示及车辆多少提前选好收费口，要充分减低

车速。另外在收费口处往往会设有交通情报板，介绍路上交通概况或天气变化等

消息，应予以注意。 

    （3）在收费口前不可临时改变行驶路线或超车、插队。 

    8、高速公路行驶 

    (1)减速：在减速车道上减速时，不能依靠自己的主观感觉来判断车速，而

要按照车速表的指示，把车速降低到规定范围，再平稳地驶向出口匝道。 

    (2)停车：高速公路上不允许停车。如发生特殊情况必须停车时，应停在紧

急停靠带上，绝不能在车道上停车，并在车后 150米外摆放警示牌，夜间还须开



启后尾灯和危险示警闪光灯。车上人员应当迅速转移到右侧护栏外，并且迅速报

警。 

    9、在高速行驶时，驾驶人容易疲劳。在行车中感到疲倦瞌睡时，应驶至就

近的服务区临时停车休息，不要勉强继续驾车，以防发生事故。 

    二、高速公路通行速度规定 

    1、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必须遵守速度限制规定，按限速标志行驶。 

    2、由于天气变化等原因，管理部门可能发布临时性的速度限制，应注意遵

守。 

    3、同方向有 2 条车道的，左侧车道的最低车速为每小时 100 公里；同方向

有 3条以上车道的，最左侧车道的最低车速为每小时 110公里，中间车道的最低

车速为每小时 90 公里。道路限速标明的车速与上述车道的最低车速的规定不一

致的，按照道路限速标志标明的车速行驶。 

    三、高速公路遇有恶劣气候时的行驶规定 

    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遇有雾、、雨、雪、大风、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气

象条件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能见度小于 200 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车速不

得超过每小时 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 100米以上的距离； 

    2、能见度小于 100 米，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

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 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 50米以上的距离； 

    3、能见度小于 50米，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

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 20公里，并在最近的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 

    四、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其它规定 

    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有下列行为: 

    1、倒车、逆行、穿越中央隔离带掉头或者在车道内停车； 

    2、在匝道、加速车道或者减速车道上超车； 

    3、骑、轧车行道分界线或骑在路肩上行驶； 

    4、非紧急情况时在应急车道行驶或者停车； 

    5、试车或者学习驾驶机动车； 

    6、载货汽车车厢不得载人； 

    7、在高速公路上不得上下客（含服务区）； 

    8、车辆通过施工作业路段时，应当注意警示标志，减速行驶。 

  

第七章 特殊条件下的驾驶操作 

  

    一、车辆通过桥梁操作 

    1、车辆通过桥梁时，应注意桥头的交通标志，降低行车速度，遵守限速和

载质量的规定，并减速鸣号，且与前车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2、通过窄桥或路面不平的桥梁时，应提前减速，平稳通过，避免在桥上换

档、制动、会车、停车。遇对面来车，让先接近桥头的车辆先行。若尾随行车，

则适当延长尾随距离。 

    3、通过拱形桥时，因前方视距受影响，应减速，鸣喇叭，靠右侧行驶，并

随时注意对面是否有车上桥，做好停车准备。 

    4、通过漫水桥(或漫水路)时，应停车察看水情，确认安全后方可通过。途

中尽量避免停车、变速、转向，切勿冒险通过。通过后应该在条件好的路段上使



用制动器，排干水分，以保证制动。 

    5、通过便桥、吊桥、浮桥、木桥时，应提前减速，要听从指挥，用低速档

缓慢匀速行驶。过桥途中不得制动、变速或停车，以减少对桥梁的冲击和振动。

若听到桥梁发生断裂声时，应加速行驶，切勿停车，发现桥面松动时，要注意预

防露出的铁钉刺破轮胎。过桥后视情况停车进行检查。 

    6、距离桥梁、涵洞二十米以内的路段，不准停车。 

    二、通过隧道、涵洞时的操作 

    1、通过隧道、涵洞前，应观察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规定，特别注意高度限制

标志，重点注意检查装载高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之内； 

    2、通过单行隧道、涵洞时，可适当鸣号或开启前后灯光，缓行通过；如果

发现对面已有车驶入隧道或有停车信号，则应及时在道口靠右侧停车，待来车通

过或见放行信号后，再进入隧道。进入隧道、涵洞时，不要加速行驶； 

    3、进入双车道隧道涵洞时，应视情况开亮灯光，靠右侧常速行驶，并随时

注意交会来车。隧道内一般不宜鸣号，尤其在距离较长、车辆密度较大的隧道内

更须注意，以防喇叭声使隧道内噪声增大。但在驶出道口时，可适当鸣号，以提

醒对面来车及路边行人注意。此外，通过隧道时，还应适当控制车速，不准停车、

倒车、超车和掉头，切忌抢行。 

    4、在隧道、涵洞内不得随意停车。 

    三、山区行驶时的操作 

    山区公路是盘山绕行，路窄弯急，地势起伏，视线不良，情况变化多端。驾

驶人要正确操作，保证安全。 

    1、机动车制动、传动、转向、灯光等安全技术性能完好有效，按核载规定

装载，不超载、人货混装。 

    2、选择合适档位运行，不超车、占道、超速行驶。严禁熄火滑行、空档滑

行或高速档运行，下坡时严禁超车、长时间制动。 

    3、坡道换档时动作要准确。上长坡时，应根据坡度的大小，合理利用档位，

使车辆保持足够动力。若温度高时，应选择适当地点停车休息。在下坡中，由于

制动毂和制动片温度高，使制动效能减弱，因此，应适当利用发动机的牵阻作用

控制车速。 

    4、在驾驶时应对道路宽窄、路面好坏、坡道大小和弯道急缓的情况判断准

确,灵活掌握转向时机，并随时做好停车准备。通过陡坡时要以保持车辆有足够

的行驶动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应立即停车，重新起步。若车辆熄火后倒时，

要沉着处理，迅速用手脚制动将车停住。 

    5、要随时注意制动系统工作情况。用气制动的车辆，驾驶人应随时注意气

压表的指示值，保持足够的气压。 

    6、如遇制动失灵时，要沉着冷静，紧握方向盘靠山行驶，拉紧手制动，打

开缓速器，必要时关熄发动机（一定要在档），在运动中寻觅着山路两旁有利地

形地物，逐渐贴靠石壁，使其停车。 

    7、山区行驶注意事项 

    (1)进入山路前应对车辆进行认真的检查，要使车辆保持良好的技术状况，

备带三角木、防滑链、冷却水。 

    (2)行驶中随时注意观察交通标志，根据道路和视线情况决定车速。 

    (3)汽车要在公路中央和靠山边行驶。 

    (4)下坡时尽量利用发动机的牵阻作用控制车速。气压制动不要经常连续点



踩制动踏板，以防气压不足而失效。如制动气压过低应停车充气。 

    (5) 行驶中应随时观察仪表，并注意调节发动机的温度。下陡坡和急转弯处

严禁滑行。 

    (6) 晚 22时至早 6时之间三级以下道路不准行驶。 

    (7) 如车队行驶，应加大距离，防止撞车。 

    四、雾天驾驶操作 

    雾天是最恶劣的气候，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雾天对驾驶人的影响主要有两

个方面；一是能见度，使驾驶人看不清前方情况。二是道路上雾水和泥土的混合

使轮胎与路面的附着力减小，车轮容易打滑，因此在雾天  行车必须注意： 

    1、驾驶人在遇雾天时应将挡风玻璃、头灯及尾灯擦拭干净。打开防雾灯、

小灯和示宽灯，降低速度行驶，充分利用灯光，提高驾驶人自己与周围其他交通

参与者的能见度。必要时可打警告灯，以使后车能看清前方的车辆。 

    2、由于雾天路滑，行驶中要注意防滑，不得急打方向或紧急制动。能见度

较差或视觉疲劳时，要选择安全地段靠右停车休息，并打开前后小灯。 

    3、灯光有故障要及时排除；如果车辆的小灯不亮，或两个小灯只有一个灯

亮，只开防雾灯，对面来车以为你车是摩托车，这样会车时容易出问题。同样，

如果防雾灯不亮，小灯光穿透雾的能力差，使对面车就不容易早些发现。再若尾

灯不亮，后面来车可能由于车速快，当发现你车时已晚，有可能撞到车后。 

    4、利用汽车喇叭与其他交通参与者交换信息。在没有设置禁止鸣喇叭标志

的路段，在会车时应开灯光示意，并可同时鸣喇叭以免相互撞车。 

    5、不要盲目超越前车。当发现前面有车行驶或靠右边停住时，不可马上超

车，要预计到有可能此车在让对面来车。当观察清楚，确定此车是需要临时靠边

停车，要注意对面有无来车，无来车时鸣号小心地从其左侧超过。能见度较低时，

时速不得超过 20公里，不得超车。 

    6、要降低车速。使制动距离小于或等于驾驶人的可见距离，以免前车制动

时导致追尾。 

    7、要集中注意力开车。关闭收音机、电视机，以免注意力的分散而发生意

外。 

    五、冰雪路行驶时操作 

    冰雪道路上行车，车轮易发生滑转和侧滑。因此在行车中应严格遵守交通法

规的有关规定，选择安全路线行驶，尽量靠道路右侧缓行。 

    1、在一般结冰雪道路上行驶时遇桥先减速, 保持安全距离，平稳操作，慢

速通过。会车时要选择安全地段，提前避让，必要时停车让行。会车时加大安全

距离，尽量利用发动机的牵阻作用减速。 

    2、在结冰的山路上行驶，要装防滑链，根据冰层厚度、坡度大小和坡路长

短决定是否可以通行。上坡避免减档，下坡时尽可能利用发动机的牵阻作用控制

车速。下坡陡需要制动减速时，应采取用间隙缓踏制动踏板的方法。不得猛加、

猛抬油门，尽量利用变换档位来减速，变换档位时，离合器不能抬得过猛，不能

急打方向，急刹车以防侧滑。 

    3、车辆起步时要利用离合器半联动和轻踏加速踏板的方法，使发动机在不

熄火的条件下实现平稳起步。尾随行驶应与前车保持较大的纵向距离，一般为正

常道路条件的 1．5—3 倍。要以道路两旁的树木、电杆等参照物判断行驶路线，

选择路中央或积雪较浅的地方慢行，如行车时间较长，要佩带有色眼镜，以防雪

光伤眼； 



    4、遇需要减速时，应换低速档控制车速，尽量避免制动。确需制动时，则

须提前采用间歇缓踏制动踏板的方法，并辅以驻车制动器。切忌将行车制动器一

脚踏到底或使用驻车制动器过急、过猛。在弯路、坡道等危险地段行驶时，应侧

重注意选择行驶路线，必要时可以停车勘察路况。 

    5、会车时，应提前减速避让，选择安全地段靠右侧慢慢通过，尽量增大两

车的横向间距，并与路边保持适当的距离，必要时让路。切不可勉强交会，切忌

争道抢行。 

    6、保持中速或低速行驶，禁止猛抬或急踏加速踏板。行至弯道时，要提前

缓抬加速踏板，平稳降速，适当加大转弯半径，做到早转或少转，以防车轮侧滑。 

    7、雪大无车辙不易辨别路线又无参照物时，不能勉强行驶。 

    六、炎热天气驾驶操作 

    1、随时注意发动机的温度，水温表指示超过 95℃时，打开发动机罩进行通

风散热。 

    2、经常检查冷却水的数量，并及时进行添加补充。在开启水箱盖时，要避

开加水上方，以免水汽冲出烫伤。冷却水沸腾时，严禁打开水箱盖。若需加换冷

却水时，不要将热水全部放出后加添，以免气缸因冷却不均而发生破裂。 

    3、燃料系产生气阻时，应先停车降温，排除故障。 

    4、注意轮胎及胎压的变化，发现胎温、胎压过高时，应选择阴凉处停息，

使其恢复正常。不可用放气或浇冷水的方法进行降压和降温。车速不宜过快，以

防轮胎爆裂。 

    5、防止行车中瞌睡。当行车中感到疲倦时，应停车休息。 

    七、涉水驾驶操作 

    涉水时车辆稳定性差，水的流动易造成视觉上的判断错误，必须注意： 

    1、涉水前要停车查清水的深度、流速、流向和水底的情况，有人引路，选

择水浅、河床坚硬、水面较宽、障碍物少、水流速度较小和岸坡平缓的地方通过。 

    2、确保发动机不进水，做好蓄电池、相关电器、机件、油箱盖、机油尺孔

等防水保护。 

    3、涉水时应在发动机运行正常，转向和制动机构灵活可靠的情况下进行；

应低速平稳行驶，两眼注视选定的固定目标，不可直视流水，以免造成视觉错乱

而偏离正确的涉水路线。始终保持足够的动力行驶，尽量避免途中换档、停车和

急转向。行驶中要控制发动机不得熄火。多车涉水时，应待前车到达后，后车依

次下水。 

    4、涉水后要选择宽阔安全的地点停车，卸除防水设施，擦干电气受潮部分，

使各部机件恢复原状。车辆涉水后，制动盘鼓可能受到水的浸泡，制动效能降低。

因此，应该在条件好的路段上使用制动器，排干水分，以保证制动。 

    八、车辆过渡操作 

    车辆过渡必须保持制动、传动、转向、灯光等安全技术性能完好有效，按核

载规定装载，不超载、混装。 

    1、汽车驶过渡时，应严格遵守渡口管理规定，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并按

到达的先后依次排队待渡。 

    2、上船时要空车依次登船。登渡后应拉紧手刹，驾驶员不得离开驾驶室。 

    3、上下渡船时要低速慢行，不可急踏加速踏板猛冲，尽量避免在跳板上换

档、减速、停车。尤其是在前、后轮驶上或驶离跳板时，更应谨慎，力求平稳，

以保持船体平衡。 



    4、多车上、下渡船时必须依次上、下，不得争抢驶上渡船后，到达停车位

置时，平稳停车，不得紧急制动，以防冲撞船体发生意外。 

    5、汽车上船停稳后，应拉紧手制动，将发动机熄火，挂入低速档，防止车

辆移动。 

    九、 雨天驾驶 

    雨天对驾驶人的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是制动距离及制动特性，二是驾驶人的

视线，三是道路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行为。因此要注意： 

    1、由于雨水使挡风玻璃光线透过率减少，可视距离缩短，一是适当降低行

车速度，二是与前车拉开距离，三是打开车灯，特别是在下大雨时应开灯行驶，

四是保证视线良好。 

    2、注意行人动态，下雨时道路上其它交通参与者的行为与晴天大不一样。

要观察与掌握下雨时道路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特点。刚下雨时，许多行人因为没

有准备，在横过马路时往往低头猛跑而不顾及周围的情况，骑自行车人也往往会

低头骑车而不太注意来往车辆。另外驾驶人还要特别注意穿雨衣的骑车人，由于

雨帽遮住了他们的耳朵，加上雨点声的干扰，使他们听不见汽车的声音。在这种

情况下，驾驶人除了减速外还必须随时做好刹车准备。 

    3、在雨天行车时要注意三点：一是由于附着力的减小制动距离变大，因此

要保持适当的制动距离，二是要尽量避免紧急制动或制动过猛，引起侧滑。三是

要注意刚下雨时，由于水、油和泥土的混合使路面最滑，轮胎与路面的附着力减

至最小，这时要特别注意不能急踩制动踏板。 

    4、雨中行车还应注意气候变化征兆，要确保雨刮器处于良好的技术状况。

要注意减速行驶，遇到情况，应提前采取预见性的措施，特别是遇到行人躲雨避

水让车不及时，要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减速缓行，不可抢道。通过泥泞路以及

其它容易引起打滑的道路，车速要慢，尽量避免紧急制动和急速转向，严禁滑行，

雨天要适当保持车距，严禁高速行驶、滑行、急刹、急打方向。 

    5、尽量减少超车，必须超车时要多留安全提前量。会车时要特别注意对面

来车的速度，因为雨天会车双方都不愿意靠边，都怕雨天路滑、路基不实引起掉

沟。要及时按喇叭警告对方，同时提前相让，不可赌气不让。特别注意，雨中行

驶会车双方起初都不让，临近时采取急打方向，很容易出事故。还要注意前面路

面状况，特别是行驶在新开公路或山区公路时，要注意前面可能会有塌方地段。

在下暴雨时最好找一个安全地方靠路停住，待雨小点后再行驶。久雨天气，要注

意路基疏松和可能出现陷塌，选择安全路面行驶，不宜靠边行驶或停车。 

    6、遇到特大暴雨且能见度差时，不得冒险行驶，应选择安全位置把车停好，

并开亮小灯，引起过往车辆注意。 

    十、夜间行车的操作 

    夜间行车，由于灯光照射范围和亮度有限，驾驶人的视线受到影响，驾驶难

度增大。驾驶人要在灯光频频晃动的情况下判断情况，选择路面，不仅眼睛容易

疲劳，甚至有时会造成错觉。因此，驾驶人必须了解并掌握夜间行车的规律和特

点，细心观察，谨慎操作，同时还应做好充分准备： 

    1、出车前驾驶人要确保精力充沛。出车前要了解行车路线、路况及沿途对

行车有影响的路段，对车辆的技术状况要做全面地检查，特别是照明设备否齐全

有效，不可勉强行驶。要携带手电筒和备用灯泡，以备急用。 

    2、夜间行驶要控制行驶速度。一般要比白天的行驶速度低 10km/h，这是因

夜间观察不清楚的缘故。有人认为：夜间车少、人少、交通流量小，其实夜间由



于灯光照射的范围、高低的限制，行驶存在危险性比白天大多了。驾驶人对前方

以及道路两侧可能存在的情况发现得较迟，因此，如果出现紧急情况，都比较突

然。同时又由于驾驶人对路面的观察易产生错觉，因此稍不注意就会发生危险。 

    3、夜间行车要预防突然事件的发生。夜间通过繁华街道，由于霓虹灯及其

他各种灯光的交织辉映，对视线颇有妨碍。若在雨后，还会遇到路面的光线反射

作用，要降低车速，开小灯或近光灯细心观察，谨慎驾驶。 

    4、夜间会车要选择好会车地点。当发现对面来车时，马上准确估计路面的

宽度和可能会达到的会车地方。一般在路面较宽，路基坚实前方路两侧无障碍物

时，可继续前进，但必须放慢车速，当近对面来车 150m 时改用近光灯，靠右边

行驶。 

    5、停车时，须在车辆停稳后再闭大灯光。应开亮小灯和尾灯，以引起外界

注意。同时要特别注意如下几方面： 

    (1)城镇交接处是交通情况最复杂的，夜间，通过这些地段，还得考虑到季

节等因素。如夏季这些地段常出现有人在路边铺床睡觉，或在桥头乘凉，常常占

了路面。这时若遇到会车，千万注意，如有怀疑，比如路侧有阴影的地方，不可

太靠边。同时在上半夜时间内这些路段路边常有小孩到路中的可能。 

    (2) 前面道路突然中断，这在山区雨中或雨后常会出现，或者由于改道，正

常的路面突然中断，改从左、右侧简道行驶，在山区也是常见的。要有这些思想

准备，万一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采取的是减速，再决定所要采取的措施。 

    (3) 夜间行车遇到大雾、大雨，这种情形十分危险。大雾中视线不好，加上

灯光照射，前面形成一片雾帘，打开防雾灯也只能照前面很近的一点地方，这时

最好不要勉强行驶，或者离开公路到安全地带停车。如需行车，一定要观察车前

路面情况，确保安全。 

  

第八章 紧急情况下的操作 

  

    一、通过铁路道口时突然熄火发动不着 

    当汽车通过铁路道口时一旦在铁路上熄火发动不着时，必须立即设法把车移

离铁路。措施有： 

    1、迅速挂入低速档或倒档，抬起离合器，启动点火开关，用起动机作动力

使汽车驶离轨道。 

    2、以人力使汽车前进或后退离开轨道。 

    3、如实在没法移动车辆，要迎着火车驶来的方向晃动红色衣物等，以告知

火车司机紧急制动，避免发生重大事故 

    4、当起动机动力不足且又无摇车手柄摇转曲轴时，可在传动轴的万向节处

用撬胎棒或铁棍去撬动传动轴，使之转动，迫使汽车向前或向后移动。 

    二、汽车半侧翻时 

    汽车侧翻公路上时要防止燃油溢出引起火灾。半侧翻时，可利用木杠撬抬，

在另一侧用绳索拉，使车身复原。在处理侧翻的车辆时可使用千斤顶将车身升起

后，使用砖、石、木等物塞垫，使车身端正为止。 

    三、行驶中突然爆胎时操作 

    行驶中突然爆胎是驾驶人很难预料的，爆胎后车辆会立即偏歪一侧或车尾发

生摆动。此时，驾驶人不要慌忙,要全力控制方向盘，保持车身正直向前，并迅

速抢挂低速档，利用发动机制动车辆。在控制住方向的情况下，轻踩制动踏板，



绝不可能过于紧张而采取紧急制动，应使车辆缓慢减速，待车速降到适当的时候，

来稳地将车辆停住。如果可能的话，将车辆逐渐停靠到路的右边更妥。 

    四、下坡时制动突然失灵 

    驾驶人在下坡时遇到脚制动突然失灵时，首先要保持镇定，此时最有效的办

法是抢档。在抢档有一定难度时，可先使用手制动，使汽车减速。此时，不能用

力过猛拉住手制动不放，在感到手制动压力太大、抖动剧烈时，应松回手制动，

并随之拉回，如此反复多次。抢档动作必须采用两脚离合器，出档快捷，加空油。

抢档方法可灵活运用，用时，也可直接从四档抢入二档。必要时，还可把汽车靠

向路旁的岩石或大树，利用天然障碍达到停车目的。 

    五、前方车辆后轮突然抛起一块石头 

    当驾驶人发现前方车辆正后轮夹有石头时，要拉大跟车距离，避开轮胎的抛

物线或超越该车。如前车后轮突然抛起一块石头，将档风玻璃打破视线受到阻碍

时，驾驶人应立即减速，将车停靠在路边。然后用纸或衣服铺开将玻璃完全打碎，

清除掉残渣。 

    六、正面相撞不可避免 

    1、汽车正面相撞不可避免；驾驶人应迅速判断可能撞击的方位和力量。如

果撞击的方位不在同一侧或撞及力量较小时，驾驶人应用手臂支握着方向盘，两

腿向前蹬直，身体向后倾斜，以此形成与惯性相反的力，保持身体平衡，以免在

车辆撞击瞬间，头撞到前档风玻璃上受伤。如果判断撞击的部位临近驾驶座位或

撞击力较大时，驾驶人应迅速避离方向盘，同时将两腿迅速抬起。防止相撞时发

动机部位和方向盘产生严重的向后移位。 

    2、驾乘人员应迅速疏散和抢救旅客，并将旅客带至安全地带，以防其他事

故的发生。2、在事发处来车方向 150米处放置警告标志牌，提醒过往车辆注意，

保护好现场；对受伤旅客进行急救，并立即向 110等报警。 

    七、汽车发生火灾时的操作 

    汽车发生火灾时，驾驶人应注意以下几点： 

    1、机动车失火，驾乘人员应迅速打开车门(紧急时还应砸开车窗)，组织并

帮助旅客逃离车厢，向 119报警，同时向单位报告 

    2、切断油源，关闭油箱开关或取走汽车上的燃油。迅速以车载灭火机(并借

用其他车载灭火器材) 扑灭、控制火势。 

    3、关闭点火开关后立即设法离开驾驶室，因为驾驶室内都是易燃品。如果

驾驶室门无法打开可从挡风玻璃处脱离。当火焰逼近自己，无法躲避时，应用身

体猛压火焰，冲出一条路。冲出时要注意保护好暴露在外面的皮肤。不要张嘴呼

吸或高声呐喊，以免烟火灼伤呼吸道。 

    4、机动车附近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应迅速移至安全地带；燃爆物品无法

移动或可能危及周围财物、人员时，应设法将机动车移至安全地带，避免引发更

大灾害。如果几辆车在一起或车场引起火灾，应迅速将其它车辆疏散或将车辆驶

离危险区及人口稠密区，再设法灭火。 

    5、用灭火机灭火时，不要将发动机盖全部打开，从缝隙朝里面喷洒效果更

好。 

    八、汽车翻车 

    翻车前一般都有先兆，驾驶人应及时采取措施。如急转弯翻车，有一种急剧

转向、车身向外侧飘起的感觉。掉沟翻车时，车身先慢慢倾斜，然后才会翻车。

纵向翻车，先有先倾或后倾、车头下沉或车尾翘起的感觉，然后才会完全翻转。



驾驶人应紧紧抓住方向盘，两脚钩住踏板，使身体固定，随着车体翻转。如果车

辆向深沟滚翻，应迅速趴在座椅下，抓住方向盘管或踏板，身体夹在变速杆和座

垫中，稳住身体，避免身体在驾驶室里滚动而受伤。 

    翻车时，不可顺着翻车的方向跳车，防止跳出车外被车体重新压上，而应向

车辆运行方向的后方或翻转方向相反方向跳跃。若在车中感到不可避免地要被抛

出的力量，瞬间要猛蹬双腿，增加向外抛出的力量。落地时，用双手抱头顺势向

惯性的方向跑动或滚动一段距离，以减轻落地的重量，躲开车体。 

    九、汽车坠崖或坠河 

    汽车一旦坠崖或坠河，在下落过程中，驾驶人要抓紧方向盘，让身体后仰，

紧贴着背垫，随着车体翻滚。这样，当车摔到地下时，身体有相应的反冲空间。

车辆在翻滚中，一定要避免身体在驾驶室里滚动，使身体撞击铁质器物而致伤。

如果车辆不是在剧烈地翻滚中下坠，应在下坠过程中，看清下坠方向的地理情况，

以便落地后采取适当逃险措施。当看到汽车即将坠到地面时，应缩头弓背，双手

抓紧车上固定物体，作好冲击的准备。若来得及调整身体姿势，可让腿部朝着坠

地方向，保护头部，以免受致命创伤。坠河前做好弃车逃生的准备或在坠入深河

前跳离车体，以避免被河水漩流卷入河底。 

    十、前方突然出现险情 

    前方突然出现险情，而后面一辆车跟车距离过近或避让不及。当驾驶人发现

自己的车辆受到来自后面来车的追尾碰撞威胁时，应用双腿抵紧驾驶室底板，身

体背部紧贴椅背，双手迅速置于脑后并抱紧头、颈部，以防止脊椎和颈部受伤。 

    十一、汽车掉进水里 

    1、汽车掉进水里时驾驶人应迅速判断水面的方向，应待车稳定后，驾乘人

员应迅速打开车门、砸开车窗，帮助旅客逃离车厢，浮出水面和涉水登陆，疏散

至安全地带。同时请求过往车辆对困于水中、车厢内的旅客进行紧急救援。并立

即向 110 等报警。 

    2、若驾驶室没被淹没，在下沉过程中不要急于打开门和车窗玻璃。这时，

要深呼吸几次，做好憋气潜水的准备，从容地等待水将车厢和驾驶室灌满。当车

内外水压基本相等，或驾驶室内水将要淹没头顶时，再深吸一口气，破窗或推开

车门潜游而出。 

    3、请求过往人员对困于水中、车厢的旅客进行紧急救援。 

    十二、车辆抛锚时的操作 

    驾驶人如果遇车辆抛锚，首先要保持镇定，不可惊慌： 

    1、尽可能将车辆移至路的右边合适位置，如高速公路上，一定要姜车辆移

到紧急停车道上。 

    2、在车后 100 米的地方摆放三角警告牌。如在高速公路，距离是 150 米。

并亮起危险报警闪光灯。在夜间抛锚，必须开启灯光以向其他道路使用者示意； 

    3、为安全起见，不可让乘客留在车内或在车辆四周，切勿在在道路上行走。 

    4、如在隧道中抛锚，应该立即寻求支援。 

    5、不要将车辆停留在危险或阻塞交通的位置上。 

    十三、制动突然失灵时的操作 

    1、慢慢拉紧驻车制动杆,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并鸣笛警示其他过往车辆。 

    2、然后把车开到路旁，关闭发动机。 

    3、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迅速换至档位，同时寻找安全的行驶路线，打开

危险报警闪光灯，必要时利用路边的树木、栏杆等牢固的障碍物擦挂车体，使车



辆减速，并迅速告知车内人员向车厢内部挤靠。 

    十四、危险时辰驾驶操作 

    “危险时辰”又称魔鬼时间，是交通事故的高发期。遇以下三种情形此时，

一定要选择适当地点停车休息，在高速公路要进入服务区休息，时间最好在 20

分钟以上。 

    1、黄昏时分：下午 5时至 7 时，人的思维紊乱，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

开灯、关灯视线都模糊不清，且驾驶人经过一天的旅途劳顿后，会出现眼干、喉

燥 、头晕目眩、耳鸣、出虚汗等一系列疲劳“症状”，很容易出现虚脱，导致

驾驶人操作失误，引发交通事故。 

    2、午夜时分：午夜 1 时至凌晨 3 时，万物都处于“休眠状态”，使驾驶人

容易产生“空旷”的感觉，往往认为月夜人稀正好赶路，于是便天马行空，超速

驾驶，常有长途驾驶人把车撞到路边的行道树上。这段时间大脑反应迟钝、血压

降低、手足血管神精僵硬，由于疲劳，心脏功能不好的人还易诱发心脏骤然停止、

心肌梗塞和脑血栓等，这些都潜伏着引发事故的危险。 

    3、午间时分：上午 11时至下午 1时，由于人的大脑神经已趋疲劳，反应灵

敏度减弱。加之有的长途司机急于赶路，把本该吃饭的时间一拖再拖。有的每天

干脆只吃早、晚两顿饭，饥肠辘辘，手脚疲软，极易出现意外。而午后人体大量

血液集中作用于胃肠等消化器官，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因此回出现短暂的困倦感。

这段时间，即使无暇午睡，也应坐着打个盹，千万别开疲劳车。 

    十五、途中更换轮胎时的操作 

    1、将车辆移至路边的安全地点； 

    2、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 

    3、变速杆移至停泊挡的位置，并拉紧驻车制动器。距车后至少 100 米的地

方摆放危险警示标志。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距离则至少应 150 米。 

  

第九章 发生事故时的操作 

  

    事故发生后，如处理不当，不仅自身权益不保，也将招致财物上损失，正确

的做法是： 

    1、首先，事故发生后，应立即停车，切断记录仪电源，以黄灯警示后方来

车避免追撞，同时应在车身后方放置三角牌警告标志。 

    2、驾驶人要保留现场以利警方采证。因为警方是依据车辆方位及现场掉落

物绘制现场图作为肇事责任研判的依据，为保障自我权益请勿任意破坏现场。 

    3、有条件的话，最好照相。照相要注意的事项：车子前后左右都要照相，

撞击点要近照，最好要放比例尺，刹车痕一定要照，底盘要照相，有很多人会问

如何照相，第一是要照有无异物，不要忘记没有东西也是一个最有利的证据。挡

泥板要照，可以确定撞击方向，最后在为自己照相时，也要为别人照相。 

    4、做笔录时首先要求警察对对方做酒精浓度测验，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

确定对方是否喝酒；如果对方死亡可要求抽眼球液球液做酒精及药物测试。有个

案例表面上是车祸致死，可是做完酒精及药物测试后，才知道死者是先药物中毒

死亡，后发生车祸；如果没有做上述测试，车主可能就要吃亏。 

    5、如果有人伤亡，应迅速打 110,将伤者送医院急救，切记千万勿用肇事车

辆移送伤患，要尽量避免畏罪潜逃之嫌。在伤者离开时一定要记得询问伤者姓名，

并记下车号。在拨打 110的同时，要立即向单位、保险公司报案。 



    6、由于保险理赔将以警方的纪录为重要参考依据，因此车祸需要由警方到

现场处理。有任何问题一定要向警方就要一 一提出。尤其各相关位置必须检查

无误后才能签名确认，同时最好记下警员姓名或代号及所属单位。 

    7、最好“避免当场争辩或和解”。因为肇事责任的判定较为复杂，一般情

况双方都要负担一定的责任，一般车主并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此外，为了自身

的安全，最好避免与对方争辩，而在肇事责任没明确之前最好不要与对方私下和

解，以免影响日后诉讼及保险权益。 

    8、很多驾驶人在擦撞后认为是小事故，不想浪费时间。如私下协商处理，

应详查对方车辆受损状况，并且互留车号、车型、姓名及联络方式。如有伤人，

一定不要私下协商处理。如果已经报警，在警方未到达前不要离开现场，以免事

后被对方控诉为肇事逃逸而加大责任。 

    9、在必要时，最好能寻找现场目击者并记下车号，如在十字路口则要注意

“红绿灯及时间，以作为日后诉讼的保留证在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