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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五过五要”安全驾驶技巧

            第一节    过交通路口，要控制车速

       一、“过交通路口，要控制车速”的安全驾

驶规范

      1.严格控制车速不得超过30公里/小时，严格

按导向车道、交通标志标线行驶，不抢道争行，

不随意变更车道。

      2.在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严禁抢黄

灯、闯红灯，做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3.左转弯、右转弯时减速慢行，要让行人和

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遇有同车道前车正在等候

放行信号时，依次停车等候。

  二、安全驾驶技巧

      1.过所有的交叉路口都要提前减速，是绿灯也

要减速！防备横向路面的机动车、电动车闯红灯

强行通过路口与之发生碰撞事故。

      2.过交叉路口要有预见性，在信号灯变黄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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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迎立即停车候行，避免抢黄灯通行时追尾前方

紧急停车的车辆。

      3.如果在交通路口因前车遮挡信号灯,发现自

己过了停止线界线正在闯红灯，立即将车辆停下,

也不要倒车，这样既可减轻交通违法记分扣罚

（闯红灯记6分罚200元、路口越线停车记2分罚

100元)，又可挽回可能发生的事故。

      4.先行原则：在有交通信号灯的交叉路口，准

备进入环形路口的机动车让已在路口内的机动车

先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转弯的机

动车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相对方向行驶的

右转弯机动车让左转弯车辆先行。

第二章   过人行横道，要礼让慢行
      一、“过人行横道，要礼让慢行”的安全驾驶

规范

      公交车“礼让斑马线三步曲”操作规范：

      30米减速：距斑马线30米外就要松开油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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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减速；

      20米观察：距斑马线20米外，车速要减到

15公里/小时，并左右观察斑马线附近行人和非机

动车的动态；

      10米停车：距斑马线10米内有行人通过斑

马线时，公交车必须停车礼让，且驾驶员举起右

手示意行人优先通过。

      二、安全驾驶技巧

      在安装有信号灯、监控系统的主要斑马线路

段，如因不注意观察信号灯的转换，驾驶员在意

识到己越线闯灯后，应及时停车，将车辆停在斑

马线上或过斑马线停车礼让。

第三节    过公交帖台，要减速变道

      一、“过公交站台，要減速变道”的安全驾驶

规范

        1.进站前应提前至少30米减速，同时要开启

右转向灯，观察右后视镜，从中间车道变更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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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车道驶近站台，严禁进站抢道或突然变道。

      2.跟着非机动车缓慢平稳进站，不逼行、不追

赶电动车，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

      3.进站车辆要停直、停正、停稳，与前车保

持不少于2米安全距离，然后严格按车门制度，

先打开后门下客，再开前门上客。

      4.在综合站点，要按顺序依次缓慢进出站，严

禁超车进站；如遇有车辆从右侧违法超越，要减

速让道，必要时停车让行。

      5.出站时必须观察左后视镜，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开启左转向灯，缓打方向盘，平稳起步驶

入主车道。

    二、安全驾驶技巧

      1.进站提前30米减速，停车平稳，严格执行

车门制度，忌急刹、急停、急开门，避免造成公

交车相互追尾的涉险事故和夹摔乘客受伤。

      2.车辆驶离站台时，要回头观望一下车厢乘客

是否已全部坐稳扶好，确认无误后，平稳换挡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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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忌加速起步、抢道或突然变道，避免因车辆

起步惯性导致刚上车的乘客失去平衡摔倒。

          3.进出站需要借道通行的，注意避让行人和

非机动车。

          4.在关闭车门的过程中，若有乘客被车门夹

住（尤其是老人和小孩），不要急着开门，要叫

车厢乘客帮忙用手拉住被夹的老人或小孩，避免

幵门后造成老人、小孩跌地摔伤造成二次伤害。

第四节         过十字路口，要注意观察

    一、“过十字路口，要注意观察”的安全驾驶

规范

    1.严格按信号指示灯和导向车道行驶,严禁抢

黄灯和闯红灯，不争道抢行；

    2.控制车速不得超过30公里/小时；

    3.要注意观察正前方的电动车、斑马线上行走

缓馒的行人,以及左右紧贴车身前行的电动车；

切忌加速直行或转弯，以致紧急刹车、避让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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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交通事故和客伤。

    二、安全驾驶技巧

     1.路口左转绕大弯：在路口左转弯时，很多驾

驶员有抄近走的习惯，转小弯把车开过去，很容

易占了左边的车道（逆行)。一旦左边车道的车辆

与你发生交通事故，你将会负全部责任。

     2.在有信号灯指示的十字路口，如果是箭头指

示右转的，红灯亮时，是不允许右转的；如果右

转指示灯不是箭头而是圆灯时，红灯亮时，可以

右转，但要避让有先行权的行人和车辆先行。

     3.十字路口左转弯待行时，方向盘要打直，并

拉起手刹，防范万一有车从后面追尾把公交车往

前推，同时推到对面的快速车道与对面车辆碰撞

发生事故。

第五节     过复杂路段，要谨慎驾驶

     一、过铁路道口

       1.做到“一慢、二看、三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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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必须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跟车距离，待前

车完全驶出铁轨后，才能起步上铁轨并减速平稳

通过；

     3.必须谨慎操作，确保车辆不熄火，控制车速

不超过15公里/小时；

     4.严禁超车，严禁空挡滑行；

     二、过隧道

     1.提前减速，控制车速不超过30公里/小时，

开启近光灯、小灯和车厢灯；

     2.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避免追尾事

故；

     3.严禁超车、严禁超速，不随意变更车道或无

故停车；

     三、过窄桥、窄路

     1.一定要遵循“慢”字诀，严格控制车速不超

过20公里/小时，严禁越线超车；

     2.与前车必须保持足够的安全跟车距离。

     3.与路边的行人、非机动车保持横向安全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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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在双向混行的车道行驶时，尽量离路边的行 

人、非机动车远一点，往路的中间靠。因为对面 

的车彼此能看到，而路边行人和自行车是背对你

的。

     4.若遇对向车道强行超车、会车可能发生正面

碰撞时，驾驶员应立即紧急制动并顺车转向，使

正面碰撞变为侧面刮擦，减少碰撞的车损程度和 

自己可能遭受的危险。

     四、过高架桥、立交桥（环岛）

     1.按导向车道行驶，在过转盘、匝道急转弯时

谨慎慢速驾驶，防止碰刮或追尾其它车辆；

     2.准备进入环形匝道路口的车辆要让已在路

口内的机动车先行。

     五、过市区交通流量大的路段

      1.按交通信号灯指示行驶，严禁抢黄灯、闯红

灯，严禁争道抢行；

      2.注意观察车身周围行人、非机动车的动态情

况，谨慎慢速行驶，必要时停车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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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过漫水路（桥）

     1.必须先停车察明漫水路段的水情（水深不超

过轮胎的1/2），确认安全后，挂低速档缓慢通行，

控制车速不超过20公里/小时；

     2.如遇积水较深路段（水深超过轮胎），要及

时报告相关人员更改临时行车线路，禁止盲目通

行；

     3.涉水过后，驾驶员应挂低速档行驶，并反复

使用制动进行“磨刹车”，以排除刹车片和制动

鼓的水分,恢复制动效果。

第二章    特殊天气和道路条件下的驾驶

技巧
     一、雨雾天气驾驶

     1.行驶中遇到雨、雾天气，或路灯照明不良,

或阴暗天气能见度在30米以内时，驾驶员应开启

示宽灯、雾灯、大灯、小灯,使自己能清楚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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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车外道路和障碍物，放慢速度，最高时速不超

过20公里。在没有安全保证时，不准盲目通行，

必须停车瞭望，察明情况，确认安全后通行。

   2.行驶中遇到特别恶劣的气候环境，如:雨雾

天气能见度小于30米、道路结冰，无法确保行车

安全时，驾驶员可不经请示直接在道路安全地带

停驶车辆，同时通过电话向分公司相关人员报告，

并向乘客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3.雨天遇积水路段要降低车速,避免积水溅到

路边行人身上。

   二、夜间行驶

   1.公交车夜间在城市道路行驶不要开远光灯,

从明亮的主干道路转弯进灯光较暗的支路、小巷

时，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打转向灯，同时闪两

下大灯，提醒支巷、小路可能的行人和车辆，给

别人和自己避让的空间和时间。

   2.公交车夜间行驶中如遇迎面来车使用远光

灯时，要保证靠右行驶，应及时用远、近灯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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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变化，提示对方。若对方不变灯光且严重影响

视线，应逐渐减速，必要时将车辆停于一旁，确

保安全行车。

      三、进出场站

      1.车辆进出场站需低速行驶，车速控制在5

公里/小时，注意避让场站门口经过的行人和其他

车辆；

      2.注意观察场内其他车辆和场内人员的动态

情况；按顺序出场，不争先抢后。

   第三章      如何防范与电动车发生

事故
      一、要保持良好心态，有顾全大局的意识

做到不主动造成事故。在机动车、非机动车分道

行驶的路段，对驶入机动车道的电动车不逼行、

不追赶、少按喇叭催促。

      二、在机动车、非机动车混行的路段，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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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车辆保持前后左右的安全空间距离，遇紧急情

况时使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采取应对措施，

避免事故发生。

         三、在交通尚峰拥堵的路段借道非机动车道

行驶时，严格控制车速，注意通过两侧后视镜随

时观察电动车的动态情况。

         四、交叉路口右转弯时车速不要太快，注意

观察和避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转弯弧度不

要过大，避免碰刮右侧紧贴车身行驶的电动车。

         五、进公交站台时，跟着前方电动车缓慢平

稳进站，不逼行电动车；要尽量靠边停靠，避免

电动车钻驶进公交站台边，碰伤上下车的乘客。

         六、如果遇其它车辆阻碍不能靠近站台停靠，

不要急于打开车门，要通过右后视镜观察，等电

动车通过后再打开车门，同时提醒乘客下车时注

意避让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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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如何防范客伤事故
    一、行驶中应注意时刻保持安全跟车距离，

避免因前车紧急停车、减速时踩急刹车导致车上

乘客受伤。

    二、严格执行公司车门制度,车辆进站停稳

后开门，关好车门后再起步。

    三、乘客上车后，注意观察监视器、后视镜，

确认车厢无乘客下车后关闭后门、车下无乘客再

上车后关闭前门，预防开关门的半途中乘客被夹

住后又松开车门时跌地受伤。

    四、车辆进站停车、出站起步时要保持平稳，

避免急抬离合、急加油或急踩刹车的现象。起步

时要注意观察车身四周情况，打左转向灯，确认

安全后用1档起步，注意离合器和油门的配合，

    五、在车辆运行时，在确保安全行车的前提

下，应注意观察车厢老年乘客是否随意走动、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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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更换座位、随意更换扶手位置，及时用语音提

示制止其上述行为，避免车辆急刹车或遇突发情

况时造成老年乘客摔伤。

     第五章    如何防范疲劳驾驶
    一、预防疲劳驾驶的方法

    1.要保持正常的夜间睡眠，睡眠时间一般不少

于6小时；

    2.要在上岗前对自己和站务员进行精神状态、

休息时间的岗前安全确认；

    3.要在行车时保持驾驶室空气畅通，温度和湿

度适宜，心情平和；

    4.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经常运动锻炼身

体，多吃防止疲劳的食物；

    5.不要服用使人困倦的任何药物；

    6.不要长时间驾驶车辆,每趟车回到车场要落

地休息至少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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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出现疲劳驾驶情况的处置措施

        1.驾驶员在上岗前，若出现睡眠不足、服药

后精神状态不佳等情况时，千万不能怀着侥幸心

理上岗驾驶运营车辆，应主动、如实向当班站务

员报告睡眠时间和原因。当班站务员知情后，应

安排其立即休息和停止运营，确保行车安全。

        2.驾驶员在运营途中，若察觉到自己有打瞌睡

现象无法确保继续安全行车时，切忌心怀侥幸， 

强行驾驶车辆，要立即将车辆停靠在安全地带，

并将乘客有序转乘同线路其它车辆。同时向分公

司当班站务员或安全科人员报告。

第六章     各种突发紧急状况的应急处理
       一 、驾驶员突发疾病

         驾驶员行车中突然感到身体不适时，应立即

幵启危险报警灯警示其他车辆，选择安全地带停

车，打开车门告知乘客，并清求乘客拨打急救电

话进行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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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乘客突发疾病

     驾驶员行车中发现乘客突发疾病时，要将车

辆靠边安全停放，询问突发疾病乘客有没有身携 

带药物，如果没有携带药物或病情不清楚或乘客 

己昏迷，应立即拨打120求救，或在征求其他乘

客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将病人送往最近的医院；如 

果在交通高峰期时可以求助交警。

    三、行人、牲畜突然横穿道路

     公交车在郊区道路行驶，因为车速会比在城

区道路行驶时相对较快，遇行人、牲畜突然横穿

道路时，会对行车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当发现 

有行人、牲畜横穿道路时，驾驶员应立即踩下制

动踏板，减速或制动停车。严禁不考虑车辆行驶 

环境及其他车辆情况而急转方向盘避让，避免酿

成不可预计的严重事故。

    四、车辆起火

     车辆起火初期是最佳的灭火时机。驾驶员应

冷静果断的判明失火部位及起火大小，并采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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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灭火措施。当车辆发动机出现冒烟等异常情

况时，驾驶员应迅速停车，切断电源，打开车门

让乘客下车，然后取下随车灭火器，对准起火部

位进行扑灭。

         当车厢乘客携带货物起火时，驾驶员应立即

将车辆驶离重点要害地点（人员集中场所、加油

站等），靠边停车、开门断电、疏散乘客、报119

火警，并采取紧急救火措施；救火无效时，驾驶

员应迅速逃离火灾现场。

         五、制动失效

          行车中突然发现制动失效，驾驶员应开启危

险报警灯并尽快停车。普通车辆应快速把档位降

至低档，但应注意避免发动机熄火；装有发动机

排气制动器或缓速器的车辆可以利用上述辅助制

动装置减速。同时，观察行车地形，利用坡道或

天然障碍物辅助停车。

          无紧急情况时尽量不要使用紧急制动，发现

前方车距过近、红灯等应提前制动减速，及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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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制动是否正常。

      六、转向失控

       车辆在一般路段发生转向失控时，驾驶员应

当尽快减速，避免使用紧急制动减速停车，以防

车辆甩尾侧滑。在弯道、窄路等复杂路段发生转

向失控时，驾驶员应立即松抬加速踏板，迅速制

动，将车辆及时停下来，以防车辆冲出路面或与

其他车辆发生碰撞。

      七、车辆爆胎

       后轮爆胎时，驾驶员应紧握方向盘，尽量控

制车辆方向，并轻踩制动踏板，让汽车缓慢停下。

       前轮爆胎时，驾驶员应双手紧握方向盘，全

力控制住行驶方向，切不可紧急制动和急转方向

盘；应松抬加速踏板，采取断续制动，尽量保持

车身正直向前，控制车辆直线行驶。待车自然慢

下来后，观察后视镜，在确定后方无来车或后方

      车距足够的前提下，开启转向灯，轻转方向

盘靠右缓慢行驶，靠路边停车，设置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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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车辆侧滑

        在冰冻、湿滑和沙石等路面上空挡滑行、猛 

转方向盘、紧急制动和加速等都极易造成车辆侧 

滑。当车辆发生侧滑时，驾驶员应避免猛转方向 

盘和紧急制动，而应立即松抬加速踏板，同时稍 

向侧滑的一方转动方向盘，使车身摆正，再及时 

回正方向盘，稳住车辆方向，回复正常行驶状态

或靠边停车。



仪表符号含义

附表一：常见仪表符号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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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粉灭火器的缺点是容易结块，因此，半年以后

就要经常检查干粉是否结块、储气瓶内二氧化碳

气体是否泄漏。方法是：

1. 车用灭火器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灭火器一样

都有保质期，超过保质期的应及时更换；

2. 灭火器上的内压显示器通常分为三个区，即

绿区、黄区和红区，如果指针指在绿色区域

内，表示该灭火器可以正常使用；

3. 在黄区内则表示灭火器已经接近最后的使用

期限；

4. 如指针指向红色区域，则说明内部压力已泄

漏无法使用，应赶快送更换新灭火器。 

灭火器检查

附表二：安全和逃生设备的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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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仓灭火器的使用

    脉冲干粉灭火器安装在发动机舱内，当舱内

起火，温度达到170度以上时，灭火器自动弹开，

喷出干粉剂灭火。

    也可以使用手动方式打开灭火器，手动按钮

位于工作台上，司机易于触摸到；打开防护罩按

下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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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锤的使用

   使用安全锤尖头猛击车窗的四角和边缘，然后

将整块玻璃推出窗外。若敲击中间部分，窗口破

损部位较小，突破时间慢，不利于乘客快速逃出。 

侧窗、后风挡、乘客门玻璃一般为钢化玻璃，使

用安全锤可以击碎，前档玻璃为夹胶玻璃，能击

破，但不容易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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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情况下，可以根据操作说明从车内推出两
个安全顶窗，进行逃生：
1. 双向推开安全顶窗
2. 拉去塑料防护罩
3. 旋转旋钮90度并推出

安全顶窗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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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继电器的使用

1. 过电流保护装置，对整车电气系统的可靠、
安全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在熔断器熔断后和继电器损坏后，必须换同

等规格容量以及同质的熔断器和继电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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