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预见性安全驾驶？是指驾驶员在驾驶前做出安全检查排除

隐患和驾驶中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提前做出判断，并采取有效预

防措施，避免对爱车的损害和危险情况的发生。 

预见性安全驾驶第一课 

一、预见性安全驾驶前的安全检查：排除安全隐患 

二、预见性安全驾驶上车开车门：观察周围情况 

三、携带驾驶证、签协议。  

四、预见性安全驾驶基础知识： 

作为合格的驾驶员，首先会看仪表盘，了解它的含义，新手主要了解五表一灯 

1. 水温表即防冻液温度表 

2. 转速表 

3. 时速表 

4. 燃油表 

5. 里程表 

6. 手刹指示灯 

五、方向盘握法和打法：手握在方向盘的 9 点和 3 点之间，平行握方向盘放松

状态；上推下拉，交叉打轮，快打快回，慢打慢回，打多少回多少 

六、喇叭：注意禁止鸣笛区域。 

七、灯光：转向灯，近光灯、远光灯以及雾灯的正确使用。 

八、雨刮器：会正确使用雨刮器 

九、空调的正确开启：调整风口方向、风量、温度及前、后风挡除雾、除霜”。 

十、档位： 



1、自动档位：P.R.N.D.S 挡位”。 

P 是停车挡 

R 是倒车挡 

N 是空挡 

D 是前进挡 

S 是运动挡 

+ - 符号意思是手自一体 

2、手动档位：1 2 3 4 5 R 档，离合踩到底挂档（倒档略有不同，特殊还有 6 档） 

手刹：根据车型讲解 

十一、刹车踏板、油门踏板：左脚放置休息区，右脚跟基本正对刹车踏板延长

线，以刹车为主，脚掌踩刹车，脚尖踩油门，以脚跟为轴，脚跟不动，扇形移动，

轻踩油门慢踩刹车，记住四个不能：“不能猛踩油门、不能猛踩刹车、不能刹车

当油门、不能油门当刹车”，不踩油门时，脚必须备在刹车踏板上，而且没有明

显翘脚的感觉。 

十二、手动挡 油离配合：左脚踩离合踏板，快踩慢抬（快慢停慢）；右脚跟基

本是正对刹车踏板延伸线，以刹车为主，脚掌踩刹车，脚尖踩油门，以脚跟为轴，

脚跟不动，扇形移动，轻踩油门慢踩刹车，记住四个不能：“不能猛踩油门、不

能猛踩刹车、不能刹车当油门、不能油门当刹车”，不踩油门时，脚必须备在刹

车踏板上，而且没有明显翘脚的感觉。 

踩离合挂 1 档时，慢抬离合，车有抖动的感觉就停（离合点停顿），轻轻踩油的

同时再慢慢抬离合（同步操作），直到完全抬开离合，油门连续踩到 2000 转左

右，踩离合松油门（同步操作），挂 2 挡时，到离合点踩油门抬离合（同步操作），



油门连续踩到 2000 转左右，踩离合松油门（同步操作），挂三挡时，到离合点

踩油门抬离合（同步操作），以此类推。 

加挡逐级加挡，减挡可以越级减挡，减挡根据车速减挡，40 公里左右挂 4 挡，

30 公里左右挂 3 挡，20 公里以下挂 2 挡，10 公里以下挂 1 挡，慢挡时（1 档、

2 档）先踩离合再踩刹车，快挡时（3 档 4 档 5 档）先踩刹车，低于档位的车速，

再踩离合，最佳状态是适当的车速放到适合的挡位。 

十三、预见性安全驾驶上车安全三件事： 

1、调整座椅：首先座椅能调高低的话，先调高低。一般驾驶员头顶与车顶至少

一拳头及以上的空间，腰与后背紧靠在椅背上，把右脚掌备在刹车踏板上，没有

明显翘脚的感觉，膝盖与方向盘转轴一拳左右即可，至少要有一定的活动空间（手

动挡以左脚踩离合到底，腿微弯） ，两臂自然向前伸直，手腕能搭在方向盘 12

点位置。 

2、系安全带：开车必须系安全带，（远拉近拽）驾驶员右手拉，左手拽，插入

安全带扣听到响声即可，下勒小腹，上勒肩膀”。 

3、调整后视镜：左、右反视镜左右调整的方法是镜片内侧的 1/4 看车身，镜片

上下调整的方法是镜片 1/2 的位置看到远处地平线，一半看天，一半看地，右后

视镜最好是地多天少，大概 1/3 看天、2/3 看地，如果后边有障碍物看不到远处

地平线，一般可以看窗户下方的密封条（亮条）的末端，放在左右后视镜上下

1/2 的位置，正后视镜看到后风挡玻璃全部为佳”。 

十四、预见性安全驾驶上路测评： 

预见性安全驾驶上路测评，测评您的安全驾驶习惯、技术；文明驾驶理念；车

感、路感、脚感、观察交通标志、标线的能力。 



十五、点火正确操作：手动挡离合踩到底启动，自动挡踩刹车启动，转速表达

到 1000 转左右启动完毕。钥匙启动：一般情况旋转到 ACC 停止 2-3 秒，旋转到

ON 停止 5-6 秒自检完毕后，再旋转到 START”点火 2-3 秒启动完毕；一键启动：

一般情况先不踩刹车踏板，按一下启动键，先自检完毕后，再踩刹车按下启动键

完毕。 

十六、起步、行车、停车：起步要提前打转向灯，观察路面情况，预判安全起

步； 

行车要注意油门、刹车、离合、综合的控制要点；车感、路感、提前观察地面的

标志、标线等，培养预见性安全驾驶习惯，加强观察能力、预判能力；会直行，

路权，各行其道，让速不让道，预判有没有借道和并线的车辆等；停车一定要提

前收油备刹车，提前减速慢行，做到平稳停车；靠边停车，提前打转向灯，提前

观察后视镜，预判安全，靠边车辆；这是预见性安全驾驶习实际道路初步体验（根

据学员的驾驶水平，选择练车路线）。 

十七、预见性安全驾驶教学课程计划 

第二课 五路一灯；第三课 经验技巧；第四课 环岛立交；第五课 停车入位 

第六课 针对性综合练习（弱项练习） 

十八、预见性安全驾驶下车开车门： 

先观察左后视镜，远拉近推（先提醒乘车人员）安全时驾驶员右手拉开关，左

手抓住扶手分两次推开车门（始终前后观察路面情况），安全下车。 

 

预见性安全第二课：五路一灯 

一、预见性安全驾驶多车道：路名、方向与到达 



提前观察交通指示标志、望远看近瞧两边，培养预见性安全驾驶习惯； 

多车道行驶提前选择中间车道，主要是“路权”“各行其道，让速不让道”预判

有没有借道和并线的车辆，控制好车速、车距， 跑偏时提前告知调整，更不要

画龙（画龙、跑偏做示范：驾培师用食指和拇指调整方向） 

二、预见性安全驾驶辅路：路名、方向与到达 

提前性观察交通标志，望远、看近、瞧两边，培养预见性安全驾驶习惯； 

在辅路左侧车道行驶时，需要提前观察主路的进出口标志，路面的标志、标线、

车道变化、双虚线倒三角，避让出主路的车辆，出主路的车辆是有优先权的； 

在辅路右侧车道行驶时，需要提前观察右侧的公交车站，进出站的公交车以及出

租车、私家车、临时停车上下乘客，要预判向左借道的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逆

行的非机动车等以及实线变虚线，有路口、门口以及黄格线等； 

在辅路中间车道行驶时，路权、各行其道、让速不让道，预判有没有要借道和并

线的车辆；环线辅路只有一条车道时包括以上内容。 

三、预见性安全驾驶主路：路名、方向与到达 

提前观察交通标志，望远、看近、瞧两边，培养预见性安全驾驶习惯； 

主路的车速比较快，要有一定的车速感和车距感才能进入主路行驶。发现主路入

口时，应提前打转向灯，有匝道的预判安全时进入匝道行驶，逐渐加速，观察后

视镜，预判安全时，再向相邻车道并线； 如果预见没有匝道的，提前观察盲区，

要从左侧前后车窗提前观察主路的情况，主路的车是有优先权的，预判安全时，

再进入主路行驶，长时间行驶，最好在中间车道行驶，路权，各行其道，让速不

让道，预判有没有要借道和并线的车辆；提前观察交通指示牌确定出主路时，提

前并线，看到距出口 500 米左右时收油备刹车，有匝道的，预判安全时打转向



灯进入出主路匝道，做好预判，观察好后视镜，确保安全时，再向相邻机动车道

并线或者就走本车道，如果没有匝道的，提前观察盲区，要从右侧前后车窗，提

前观察好辅路车辆行驶的状态，预判安全时进入辅路，最好是交替行驶，出主路

的车是有优先权的，辅路地面会有双虚线倒三角减速让行标志，应急车道讲解一

下。 

四、预见性安全驾驶单车道：路名、方向与到达 

提前观察交通标志，望远、看近、瞧两边，培养预见性安全驾驶习惯； 

单车道（也有单行道）难度稍大一点，虽然也有分道线，最好靠中线行驶，需要

预判右侧的公交车站，进出站的公交车、出租车、私家车、临时停车上下乘客，

要预判向左借道的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逆行的非机动车等（右侧白实线变虚线，

一定有路口、门口）；中心线是黄虚线时，还要预判对向行驶的车辆，因为黄虚

线可以借道行驶，黄实线是不允许借对向车道行驶的；要观察从左边到右边的整

体路面路况，预判有没有想要横穿马路的行人、非机动车、借道、转弯、调头的

机动车，如地面上连续有两个菱形标志的，是提醒前方有人行横道，一定要提前

减速慢行，加强观察能力和预判能力，养成预见性安全驾驶习惯，加强车位感（左 

右 前 后距离）。 

五、预见性安全驾驶人车混行道：路名、方向与到达 

望远、看近、瞧两边，培养预见性安全驾驶习惯 

人车混行道（也有单行道）没有分道线，一定要预判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

首先避让行人与非机动车，确保安全时可以超过行人与非机动车，别长时间与之

并行，如不安全时就在行人和非机动车后面行驶，保持好横向和纵向的安全距离，

千万不要猛踩刹车和油门。人车混行道会车比较多，判断好在什么地点和对向的



机动车以及道路的参与者会车，所以要求驾驶员的车位感要好（左右前后的距离

感），预见性安全驾驶是观察能力和预判能力结合体，一定要提前做好预知、预

判、预案，做到一慢、二看、三通过，还要做到“礼让三先”（即先让、先慢、

先停）的原则，加强预见性安全驾驶，实在判断不好就停车，避让道路的参与者，

人车混行道安全时尽量靠中间行驶，多观察盲区，观察从左侧到右侧整体路面情

况，尤其是两边突然窜出的行人、非机动车以及机动车和突发情况的处理。 

六、预见性安全驾驶红绿灯路口：路名、方向与到达 

提前观察交通标志，望远、看近、瞧两边，培养预见性安全驾驶习惯； 

形成提前观察交通标志的习惯，红绿灯路口提前 500 米，学员提前观察指路牌、

导向线，提前选择车道，进入导向线也就是实线区，不能压实线，要按着导向线

行驶。同时预知前边直行的路名、方向、到达地名，预知左转的路名、方向、到

达地名，预知右转的路名、方向、到达地名（同时了解路与路之间的关系：纵向

平行或横向平行）；要预知直行几条车道，预知转弯几条车道，预见红绿灯路口

时，要提前收油备刹车，提前观察路口整体路面情况、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

等等，靠车原有的车速和惯性滑行到路口，又省油、又环保、又安全，进入导向

线（左 1，左 2，左 3）如果绿灯，预判安全时，选择好机动车道通过路口，预

见路口不直的情况下，要提前观察后视镜，预判安全再动方向盘。如果预见黄灯，

没过停止线，就停车，如驶过停止线就继续行驶，如果预见红灯，提前收油备刹

车，把车缓缓停下来，与前车保持 2-3 米距离，一般看到前车后轮胎与地面结合

点即可。 

预见性安全驾驶第三课：经验技巧 

一、预见性安全驾驶跟车技巧： 



提前观察交通标志，望远、看近、瞧两边，培养预见性安全驾驶习惯； 

做到六不跟“大客车、大货车、出租车、新手车、外地车、特种车”等等，如

果没有办法必须跟这些车时，安全距离一定要远； 

“欲速侧不达，适速行天下，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二、预见性安全驾驶并线技巧： 

提前观察交通标志，望远、看近、瞧两边，培养预见性安全驾驶习惯； 

并线分加速并线、匀速并线和减速并线，大多用加速并线和匀速并线居多，但是

不要连续并两条车道；正确的做法是，提前打转向灯，提前观察后视镜，预判安

全，一贴、二切、三并线，观察后视镜时间不能时间太长，不超过 2 秒，蜻蜓点

水，一定做到前后兼顾，预判安全后，再慢慢居中；一定要达到“眼观六路，耳

听八方”，（练习观察后视镜没有感觉的方法：可等红灯时或者停在不影响交通的

路边，反复观察后视镜，再看实际的距离差） 

三、预见性安全驾驶转弯技巧： 

提前观察交通标志，望远、看近、瞧两边，培养预见性安全驾驶习惯； 

进入实线区提前打转向灯，”转弯就是弯前减速，弯后加速“，“转弯就是弯前减

速左右看，弯后加速把路找，车头找车道，控制车速、观察路面情况、方向盘三

者合一的动作， 转弯就是并线的延伸，真正的能理解直行、并线、转弯是三者

合一的动作，说明您的驾驶技术已经是融会贯通非常精进了。 

转弯大致两种：左转弯转大弯和右转弯转小弯。 

四、预见性安全驾驶调头技巧： 

调头分：红绿灯路口调头，原地调头，桥下调头，窄路调头等等； 

提前观察交通标志，望远、看近、瞧两边，培养预见性安全驾驶习惯； 



调头一定要避让直行车辆，转弯车辆，非机动车以及行人等所有道路参与者，因

为调头是最被动的，预判安全时可以调头；一般车身过半方向打满，车头对着哪

条车道就选择哪条车道行驶，桥下调头相当于两个连续左转弯，一定选择最近的

机动车道通行，遇见窄路调头一次是调不过来的，挂倒档时方向盘一定向反方向

打满，观察路面情况，预判距离安全，挂前进档方向盘再向反方向打满，完成调

头行驶（调不过来再重复动作） 

五、预见性安全驾驶超车技巧： 

提前观察交通标志，望远、看近、瞧两边，培养预见性安全驾驶习惯； 

禁止超车情况： 

① 有禁止超车标志的不得超车 

② 有盲区的情况不得超车 

③ 前车时速已达最高限速或开启左转灯时不得超车。 

④ 超车前未开启转向灯、人行道及路口时不得超车。 

⑤ 在对向行驶车辆有可能会车时不得超车。 

超车遵守左侧超车原则，超车时提前观察好前方的交通路面情况，预判安全时，

打左转向灯，向后车示意，本车要变换车道，预判安全实施超车，“超车看车头”

也就是说超过被超车辆，在右后视镜看到被超车辆的整个车头，确保安全时，再

向右并线驶回到原车道。 

六、预见性安全驾驶会车技巧： 

提前观察交通标志，望远、看近、瞧两边，培养预见性安全驾驶习惯； 

会车时，有障碍物一方要让无障碍物一方的车辆先行，如有障碍物一方车辆进入

障碍物窄路时，无障碍物一方的车辆要让有障碍物一方的车辆先行。 



上坡和下坡车辆会车时下坡车辆先行，如上坡车辆行驶到一半时，下坡车辆要让

上坡车辆先行，会车要做到“礼让三先”，“会车看车尾”（会车时，在左后视镜

看到会车车辆的整个车尾，说明会车完毕）。 

七、预见性安全驾驶夜间行车技巧讲解： 

提前观察交通标志，望远、看近、瞧两边，培养预见性安全驾驶习惯； 

主要提前检查车灯是否正常，正确开启和使用灯光，夜间开车视线不好，城区有

路灯的，千万别开远光灯，会产生眼花、造成交通危险，所以新手驾驶员一定要

熟悉一下夜间行驶的场景。 

郊区没有路灯、又没有会车、非机动车、行人的情况下，可以开启远光灯，要是

对向有会车、非机动车、行人的情况，需在 150 米左右变为近光灯。  

如有盲区、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用远近光灯变换两下，提前提醒路口的

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等，夜间行驶避免疲劳驾驶。 

预见性安全驾驶第四课：环岛立交桥 

一、预见性安全驾驶环岛： 

提前观察交通标志，望远、看近、瞧两边，培养预见性安全驾驶习惯； 

环岛分类：规 则 环 岛 、不 规 则 环 岛、多入口多出口环岛； 

环岛走法：一般规则环岛右转、环岛直行、环岛左转、环岛调头。 

提前观察交通标志，进环岛时最好提前打左转向灯，一定要避让已进环岛的车

辆、行人及非机动车和出环岛的车辆、行人及非机动车，出环岛提前打右转向

灯，预判安全，按着弧线进出环岛，环岛右转直接打右转向灯右转就可以了。 

二、预见性安全驾驶立交桥 ： 

提前观察交通标志，望远、看近、瞧两边，培养预见性安全驾驶习惯； 



立交桥分类：立体立交桥、复式立交桥、平面立交桥； 

立交桥走法：立交桥右转、立交桥直行、立交桥左转、立交桥调头； 

预见性安全驾驶第五课：停车入位 

（练习停车找不到免费场地时，如有收费由学员承担） 

一、倒入位： 

二、侧入位： 

如停车入位练习感觉比较好的学员，可以练习一下停车入位延伸的

动作和正入位的操作。 

山路高速 

单独课程，不属于套餐课程 

山路高速是城市道路的结合体，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相互提

高的一种特殊场景练习，会满足各种人群的练车需求，是体验速度

与激情的起点。 

1. 4 小时起约。 

2. 提前付费。 

3. 预约后不能取消，即不能延期、也不予退款。 

4. 高速费、停车费由学员承担。 

5. 两种模式：一种是自家车（由自家车老师带），另一种是公司车。 

拉练 

单独课程，不属于套餐课程 

一、学员车：时间 8：00--17：00，超出时间另外收费。 

1. 提前一天以上预约并支付费用。 



2. 提供身份证信息、电话，上意外保险。 

3. 预约后不能取消，即不能延期、也不予退款。 

4. 高速费、停车费由学员承担。 

5. 违章及交通事故由学员个人承担。 

二、公司车：时间 8：00--17：00，超出时间另外收费。 

1. 提前六天以上预约并支付费用。 

2. 提供身份证信息、电话，上意外保险。 

3. 预约后不能取消，即不能延期、也不予退款。 

4. 高速费、停车费由老师承担。 

5. 违章及交通事故由老师承担。 

 

预见性安全驾驶 

顺口溜 

驾前检查绕一绕 

胎压外观瞅一瞅 

车门开启周围看 

安全上下是关键 

上车安全三件事 

调整座椅反光镜 

别忘系好安全带 

路线导航规划好 

畅通无阻心情爽 



脚踩刹车启动车 

（脚踩离合启动车） 

仪表正常才行车 

安全起步记心间 

左脚休息左边放 

（左脚离合右脚油） 

右脚没事备刹车 

轻踩油门慢踩刹 

望远看近瞧两边 

驾车行驶讲路权 

各行其道保安全 


