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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的冬季，汽车保养

无疑成为车主们最为关心

的话题。车辆在度过保修

期后，一些故障就会不可避

免地出现。汽车需要“三分

修，七分养”，就是通过积极

的检查和维护，去发现和排

除一些初期的、潜在的隐性

的故障。

服务

天冷需要多注意天冷需要多注意

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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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 冒
日常生活中感冒是多发病，尤其在冬春季节，它

可使机体抵抗力下降而并发其他疾病，如急性肺炎、
冠心病、肺心病等，因此必须重视感冒的防治。首先
应防寒保暖，冬季天气变化无常，所以要根据天气情
况及时采取防寒保暖措施，并及时添加衣服、被褥等，
避免因着凉而诱发感冒。其次每天可进行一些活动
量比较适宜的运动，适当锻炼以增强机体抵抗力。需
要注意的是：有晨练习惯的人应将晨练时间推迟，可
以选择在午后锻炼。还应注意居室通风换气，居室内
要保持空气流通、清新，避免空气污浊引发呼吸道疾
病。最后，机体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如老人孩子，可接
种肺炎疫苗或流感疫苗以预防感冒等疾病。

2.心脏病
天气寒冷可引起小血管的痉挛和收缩，使血压

升高，心跳加快，血液黏滞度增高，因而心脏负荷加
大，容易引起心绞痛发作和心肌梗塞发生，因此严寒
季节冠心病心绞痛发作和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率呈
上升趋势。在日常生活中，有高血压或冠心病病史
的老年人，一定要防寒保暖注意添衣勿受凉，气温骤
降时最好不要外出。平时遵医嘱服用的降压、降糖、
降脂、溶栓、扩血管和防心肌缺氧的常规用药都要按
时服用，以免突发意外，还应定期去医院进行心电
图、脑血流图等检查，还可经常去社区保健站进行血
压和血脂的检测。在饮食上，要低盐低脂，及时补充
维生素及微量元素，忌烟酒，多吃一些绿色、黄色果
蔬，增加血管韧性和弹性，以达到预防心血管疾病的
目的。

3.肺部疾病
冬季肺病保健常识对于每个肺病患者都是至关

重要的。冬季是肺心病的高发期，寒冷、干燥的空气
可引起呼吸道黏膜分泌物增加，气体交换受阻，使病
情加重或恶化，很可能会发展成为呼吸系统衰竭和
心脏衰竭的严重后果。凡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或肺心
病的人，进入冬季后，注意体温和痰液的变化，如体
温不正常且脓性痰量增多，提示有呼吸道感染，要及
时就医。还要特别注意预防和减少感冒的发生。要
保护好呼吸道和胸部不受寒冷的侵袭，外出时要围
上围巾、戴好口罩、帽子，平时要多喝开水，戒烟酒，

防止呼吸道过于干燥，房间里最好定期用食醋蒸熏，
以消毒杀菌。

4.皮肤瘙痒
冬季气候寒冷干燥，很多皮肤问题出现了。如

冬季瘙痒，多见于40岁以上的成年人，下肢、臀部尤
为严重。当人体皮脂腺功能减弱，皮肤干燥的时候，
皮肤瘙痒就出现了。对于已发生冬天瘙痒病的患
者，应注意不饮酒、不吃辛辣等刺激性食品，少用碱
性强的肥皂洗澡，不要用搔抓、摩擦、热水烫洗等方
法来止痒。感觉有些瘙痒时，在局部涂抹一些有止
痒作用的乳剂或霜剂，不要去搔抓、烫洗，以缓解症
状，使皮肤逐渐恢复正常。平时应加强对皮肤的锻
炼，增强皮肤的适应能力，以适应寒冷的环境。同
时，冬季宜多吃些富含维生素A的食物，如猪肝、禽
蛋、鱼肝油等，及芝麻、黄豆、花生等含有不饱和脂肪
酸的食物。

5.胃 病
人体受到寒冷刺激后，胃肠易发生痉挛性收缩，

供血减少，人体的植物神经功能发生紊乱，胃肠蠕动
的正常规律也被扰乱，导致胃病高发。所以天气一
冷，很多人特别容易出现胃痛、腹饱闷感、嗳气、反
酸、食欲下降等症，严重的可以诱发消化性溃疡的发
生或复发。所以在冬季，胃病患者要注意保暖，以免
胃部受凉，尽量吃一些温和的食物。另外，冬季寒
冷，人们容易在冬天吃大量温补的食物，如牛羊肉、
火锅等，过量食用会增加胃部负担，更易诱发胃病，
并容易引起便秘，所以冬季进补要量“胃”而行。若
是老胃病患者，饮食应该以温、软、淡、素、鲜为宜，最
好能做到定时定量、少食多餐，从而达到防患于“胃”
然的目的。

6.关节炎
秋冬过渡季节，气象要素变化剧烈，晚秋、初冬

较强的冷空气能引发关节病痛的发作。而且疼痛发
作也可能出现在天气变化的前一天，这就是“旧伤疼
痛明日雨”的由来。因此，有关节炎患者，冬季要加
强锻炼，以改善和调节关节功能，减少关节病痛。也
可依据天气预报，在天气变化前采取保暖、祛湿等防
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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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暖器
什么是电暖器？

电暖器指的是可广泛用于住宅、办公室、宾馆、
商场、医院、学校、火车车厢等移动供暖、简易活动
房等各类民用与公共建筑。集辐射与对流于一身，
内部为高效能铝合金散热翼板，辐射能力强、辐射
面积大，采用电热膜为发热材料，它超大面积的黑
晶镜面外观时尚，完全满足了讲究居室装饰美观人
群的苛刻要求。它主要是以远红外辐射和热对流
的方式送暖。

电暖器选购建议
油汀式电暖器外观设计类似暖气片，散热片有

7片、9片、10片、12片等多种可选，散热片越多功率

越大，其保温较为恒定，适合需要长时间保持室内

温度的家庭使用。

平板式的电暖器外观设计时尚，统称为欧式快
热炉，主要分为对衡式电暖器和电热膜电暖器。与
传统电暖器相比，欧式快热炉噪音低，轻巧方便，而
且有一定的防水效果，用户可以根据家庭情况灵活
放置。欧式快热炉发热体升温快，但是降温也很
快，一旦关闭电源，温度就下降了，保温不够持久。

我们经常见到的“小太阳”电暖器，外观很像风

扇，发热量大，适合卧室、客厅等局部取暖，但不带
防水功能，也容易导致皮肤干燥。

选购电暖器要看产品的外观、做工，然后通电
测试，看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其次，要查看产品
的标识，包括产品型号、商标、生产厂家、额定电压、
额定功率、“3C”标志检验合格证等。当然，售后也
得注意，建议入手大品牌旗下的产品为佳。

使用安全提示
电暖器上不能覆盖物品，其表面温度较高，一

旦覆盖物品，热量不能及时散发，会造成电暖器烧

坏和引燃其他物品。油汀式电暖器一定要直立摆

放使用，如果倒放、平放或斜放，会造成空烧，把发

热管烧坏，从而引发火灾。

有些电暖器的确具有防水功能，但电源插座最

好还是安放在浴室外，如果将电取暖器放置在浴室

中供暖，更要特别小心，防止电源遇水。不要让电

暖器的出风口近距离对着身体的某个部位，时间长

了会灼伤皮肤。

电暖器尽量不要与大功率电器一起使用。电

暖器属于大功率电器，如果与同等功率的电器一起

开启，会增加电路负担，有可能会引起电源的损坏

以及火灾。

二、暖宝宝
1、暖宝宝小心烫伤

许多人在冬季都会在衣服上贴上个暖宝宝用
来保暖，暖宝宝的最高发热温度可达到66℃，可持
续12小时均匀放热，因此暖宝宝是严禁直接贴在
皮肤上的，也不适合贴在较薄的衣服上，睡觉时也
不宜使用。暖宝宝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使用，糖尿
病人、小孩和老人要慎用暖宝宝，因为糖尿病患者
肢体末端感觉减退，小孩和老人感觉也不灵敏，容
易发生低温烫伤。使用时最好每隔1小时自己检查
一下皮肤，发现有红斑或其他不适，立即停止使用。

2、加热式暖手宝有爆炸隐患
加热式暖手宝也是近几年来市场上销售火爆

的取暖产品，由于里面装水，通电后会发热，使用非

常方便，受到不少人的欢迎。但是在使用时一定要

注意，暖手宝的使用原理决定它的安全性能不是很

强，在频繁加热的情况下容易爆炸造成烫伤，一般

来说，电热丝式和电极式暖手宝，相对来说是比较

安全的。

3、电热毯的选购建议
电热毯对于南方的用户来说，比较常见。合格

电热毯必须有合格证以及网上可查的生产许可证

编号；功率并非越大越好，单人不宜超过60w，双人

不宜超过120w；质量好的电热毯手感平整、柔软，

面料无漏针，内部电热线应排列整洁规则，无交叉

重叠和打结现象。电源控制器应完整、光滑、无缺

损，使用灵活，有清晰的开关标记，使用的电源线应

为双层护套线。通电测试时，毯内不应发出沙沙的

声响；数分钟后，手触摸电热毯感觉有热度。

使用安全提示
电热毯必须平铺在床单或薄的褥子下面，绝

不能折叠起来使用。折叠起来使用，不仅增大电

热毯的热效应，造成电热毯散热不良，温度升高后

还可能烧坏电热线的绝缘层而引起火灾，同时也

容易造成电热线折断，损坏电热毯。

大多数电热毯接通电源20至30分钟后温度就

上升到38℃左右，这时应将调温开关拨至低温档，

或关掉电热毯。否则长时间加热温度继续升高，有

可能使电热毯的棉布起火。

电热毯的平均使用寿命为5年左右，国家规定

安全使用期限为6年，使用超过这个时间，电热毯

就有可能老化、开裂，引发安全事故。以上两种取

暖神器都能够在网上购买到，如果你想在双12期

间抢货，那么，货到后记得看看产品的附件是否齐

全。检查电源插头，接线是否牢固、完好并无接触

不良现象。

电热毯带来肺病隐患
电热毯是我们在冬季的好伙伴，睡觉之前通上

电，一会儿被窝就变得非常暖和。但是使用电热毯

要注意，不能整晚都开着。整晚开着电热毯容易在

起床时由于冷热交替，增加感冒几率，尤其是老年

人，更容易引起肺炎症状。同时，电热毯一定要用正

规厂家的产品，不合格的电热毯容易产生安全隐患。

三、冬季必备的“防病神器”
秋冬季节天气本就干燥，这个时候身体就会因

为缺水而变得更加的干燥，再加上空调等的“催化”

的作用，就会导致皮肤很干燥。为预防在这个季节

发生的一些呼吸道的感染疾病，建议大家最好还是

在室内放置一个加湿器。另外，在电脑的周围放一

盆绿萝，或者是在家里养一缸金鱼，或者是放一盆

水，这样都是可以很好地增加室内的湿度。

1、口罩、帽子预防感冒、头疼
冬季出门时，一定要戴上帽子和口罩，穿上暖

和的鞋子。戴帽子不仅能保暖，可避免发生风寒感
冒、头痛等疾病，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如果经常手
脚发凉，也可以随身带一个“暖宝宝”，能随时给自
己温暖。

2、维C防感冒
对抗身体抵抗力下降

据美国“ehow”网站报道，维生素C参与氨基
酸代谢，有促进铁吸收、增强免疫力等作用。建议
每天控制在200毫克左右，每次不要吃一整片，最
好分成4份分次服用。

3、生热暖腹红茶预防胃胀、冷寒症
冬季的时候一般喝红茶是最好的。从中医学

的角度上面来说，红茶具有甘温，可养人体阳气，而
且富含有很丰富的蛋白质以及糖分，对于生热暖
腹，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都是具有很好的作用。除此
之外，柠檬蜂蜜茶也是不错的选择，清新解躁，既润
肠道又能够帮助身体进行排毒养颜。

4、护阳气坚果强健肾和肺
冬季寒气袭人，人体的阳气很容易受损，所以

要特别注意保护阳气。此时，可以多吃坚果，可润
燥保暖，如花生、核桃、板栗、榛子等。

四、怎样有效保暖
1.服装御寒
最外层的衣服应该是具有防风性质的，可以

选择呢绒的或者是毛皮的、皮革质地的服装；在羽
绒服内可以形成不流动的空气层，这样保暖性质
很好，是冬季旅行的首选的服装，内衣既要舒适也
要具有很好的吸湿以及透气性，这样可以很好地
保暖干燥。

2.饮食抗寒
瘦肉类、蛋类、鲜鱼、豆制品、动物肝脏对补

充人体热量益处多多，可适当多食用。要纠正喝

酒取暖的错误观念。酒精能刺激体表的血管，使

体表血循环增加，人感到“发热”，实际上人体在

丢失热量。

1.雨刮器
如果清晨出门发现雨刮器被雪水粘在挡

风玻璃上的话，千万不要用热水直接冲洗，这
样容易使车窗因为温度变化而炸裂、雨刮器
变形。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将空调开至热风，
吹风模式为前风挡，待雨刮器自然化开。

2.冷却系统
冬季要定期检查水箱、水泵和皮带、水

管、补水罐等各部件是否工作正常，如有损坏
或故障，最好及时修复或更换。不然可能为
了一根小水管，浪费了一桶防冻液。特别是
有的车夏天水温偏高，修理人员就把节温器
拆除，虽然可以解决夏天的问题，到冬天就反
过来了。

3.暖风
放置了一夏天的暖风，往往会出现故障，

最好先试一下有没有热风、风机运转有无异
响、风管是否通畅。有时遇到的问题是暖风水
管中的防冻液长期不流动，凝结堵塞了循环管
路，虽然不影响行车，维修起来却十分麻烦。

4.防冻液
检查是否缺液、有无变质，如果需要，及

时补充或更换。防冻液看似小事，但对车的
影响甚大，轻则堵塞管路，重则腐蚀损害缸

体。所以慎选慎用防冻液，一是不要混用，二
是不要用假冒伪劣产品。另外，一般来说，防
冻液应两年换一次，更换之前最好用清水把
冷却系统冲洗干净。

5.机油
检查标号是否低温，有无缺少或变质。

冬季冷车机油过稠，会影响启动，还加大机件
磨损。同时热车机油过稀会降低润滑和密封
性能。要选用适合冬季的优质复合油。如果
到了或临近规定的换油时间，最好在天气变
冷前换掉。

6.风挡玻璃
风挡玻璃保持清晰是安全行车的基本条

件。冬季应定期擦洗雨刮器，雪天确保可刮净
风挡。有条件的话可换防冻型风挡玻璃，以免
冬季结冰。另外，玻璃水中可加些风挡除冰
剂。风挡结冰时，将玻璃水喷上，冰即可融化，
不像普通的玻璃水，结冰时越喷越麻烦。

7.车身
入冬前，最好给爱车身上加一层保护

膜。含特氟隆高分子聚合物的车漆镀膜或镜
面釉等，均能抵御酸雨雪、盐水的侵蚀。雪后
道路洒盐水，飞溅到车身上的盐水对车漆有
很大的危害，事先有所防备，雪天出行就不怕
损毁车漆了。

8.底盘
冬天，汽车底盘总是直接和雨、雪打交

道，很容易生锈。飞驰的轮胎会把含盐分很
高的雪水甩到汽车底盘上。雪过天晴后，汽
车的底盘便开始生锈。所以，在入冬前您最
好花点时间，给底盘做个防锈护理。

9.蓄电池
蓄电池最怕低温，低温环境下蓄电池电

容量比常温时的电容量低得多。因此在寒冷
季节来临之前，应补充蓄电池的电解液，调节
好电解液的比重。同时清洁蓄电池的接线
柱，并涂上专用油脂加以保护，保证启动可
靠，延长蓄电池寿命。如果车辆在露天或冷
库停放数周不用，应拆下蓄电池，存放在较为
温暖的房间内，以防蓄电池结冰损坏。

10.轮胎
轮胎橡胶在冬季会变硬而且相对较脆，

摩擦系数会降低，所以轮胎气压不可太高，但
是更不可过低。外部气温低，轮胎气压过低，
软胎严重可加速老化。冬季要经常清理胎纹
内夹杂物，尽量避免使用补过一次以上的轮
胎，更换掉磨损较大和不同品牌不同花纹的
轮胎。轮胎内外磨损大不相同，为保证安全
减少磨损，应定期给轮胎更换位置。

冬季常见病及预防冬季常见病及预防
立冬后，天气逐渐变冷，一些冬季多发病也频频发生，例如肺部、心脑

血管、消化系统等疾病，所以冬季要打响预防疾病的保卫战。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取暖

防寒成为众生共述的话题，突

然的降温，让人们如何应对？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冬季防寒

保暖小常识，一起来看看如何

温暖过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